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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一宁

两间砖瓦房，屋前花园里种着木
槿花、小雏菊，屋后果树上挂着石榴、
核桃。这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小院，位
于商丘市睢阳区包公庙乡十字河村，
是退伍老兵姬文明的家。

“与我家紧临的就是姬家大院。”
7月21日，83岁的姬文明指着身边几
间略显破旧的老房子告诉记者，这是
同族人姬俊哲的宅院，刘邓大军千里
跃进大别山时司令部就设在这里。

1947年 8月 11日，刘邓大军分
三路从民权至虞城段跨越陇海铁
路。8月13日，12万大军全部进入豫
皖苏地区商丘境内。8月14日，刘伯
承、邓小平到达十字河村，在姬家大
院听取了大军南下的相关汇报。

“好像天兵天将下凡一样，村里
突然出现很多人、很多车。”姬文明回
忆，“两天后，我看到部队要走，就急
忙跑到姬家大院追上一名军官，表示
要跟着他去打仗。他摸着我的头说
我年龄太小，等长大以后再去当兵。”
姬文明说，刘邓大军走了，但战士们
喊响的“打倒帝官封，农民得解放”等
口号一直印在他的心中，他也一直盼
望能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为国家出
一份力。三年后，他应征入伍，随后

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刘邓大军来时，家家腾房子、户

户磨面粉。为了支援部队南下，不少
村民还帮忙搜集情报。”商丘市委党
史研究室副主任马云告诉记者，柘城
县起台镇李寨村村民听说部队需要
火药，就把村中保存多年的 1500多
公斤火药及火炮送到了部队。

时光荏苒，硝烟已逝，但革命精
神永存。“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
的勇气和魄力，彰显了勇往直前的昂
扬斗志、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破釜
沉舟义无反顾的革命精神，这些精神
财富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商
丘市委书记王战营说。

革命老区商丘目前是全省脱贫攻
坚任务较重的省辖市之一，截至2016
年年底，尚有32.15万人没有脱贫。王
战营表示，要继承和发扬革命精神，
树立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必胜信
心，不断创新扶贫开发的思路和办法，
落实责任敢于担当肩负起历史的重
任，坚决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

在包公庙乡，目前还有3个贫困
村、306户贫困户。为了帮助他们早
日脱贫，全乡党员干部奋战在脱贫攻
坚一线。“让每位村民都过上幸福生活
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包公庙乡党委书
记任宾建表示。③6

本报讯（记者 董娉）7月 31日，
记者从河南机场集团获悉，郑州机场
首次在T2航站楼出发厅举办军人依
法优先专项宣传活动，“军人依法优
先”的大通道也全方位开放。

据悉，郑州机场此次开通的“军人
依法优先”通道，有别于以往开通的各
类绿色通道，“军人依法优先”为全流
程服务。只要持中国人民解放军、中
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军校等相关有
效证件，军人及随行家属（含军人本人
三人以内）在郑州机场乘坐国内航空
公司的境内航班，都可依法享受“值

机—安检—登机”全流程优先服务。
郑州机场在T2航站楼国内值机

区域D11号柜台开设有军人优先柜
台，军人旅客及家属在柜台办理乘机
手续时，工作人员在其登机牌上粘贴

“军人依法优先”标识；后续安检在5
号、55号两舱通道专设“军人优先”通
道，并在验证台上方安检公告屏发布

“军人依法优先”公告，军人旅客凭有效
证件可优先通过安全检查；航班登机
时，工作人员将引导持“军人依法优先”
标识的军人旅客及家属经专用通道优
先登机。③6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 通讯员
徐宏星）7月 31日，记者从温县农林
局获悉，由河南平安种业公司培育的
玉米新品种“京品50”经第三届国家
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第九次会议
审定通过。这是该县继“豫安 3号”

“豫安 5号”通过省级审定后玉米育
种取得的重大突破，将为黄淮海夏玉
米生产区粮食增产丰收，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注入新的活力。

据了解，“京品 50”于 2014年至

2015年参加黄淮海夏玉米品种区域
试验，两年平均亩产735千克，比对照
品种“郑单958”增产11.3%；2016年
参加同组生产试验，平均亩产691千
克，比对照品种“郑单958”增产8.8%。

该品种具有早熟脱水快、落黄好、
抗倒能力强、抗逆性强、稳产性好、产量
高、耐密性好等特点，适宜在北京、天
津、河北保定及以南地区、山西南部、河
南、山东、江苏淮北、安徽淮北、陕西关
中灌区等黄淮海夏玉米区种植。③7

郑州机场“军人依法优先”通道
全方位开放

玉米新品种“京品50”通过国审

革命精神照亮脱贫路
——走进商丘睢阳区姬家大院□本报记者 陈辉

“以提高发展质量为中心,突出标
准引领,创新质量供给。”省政府办公
厅刚下发的《河南省消费品和装备制
造业标准与质量提升实施方案》（以下
简称《方案》）提出,加快培育以技术、
标准、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发展
新优势,着力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
促进我省消费品和装备制造业转型升
级。《方案》同时明确了发展目标：到
2020年,标准体系基本完善,重点领域
消费品和装备产品标准与国际标准一
致性程度达到 95%以上；产品质量监
督抽查合格率稳定在 95%以上；重点
领域消费品和装备制造业质量竞争力
指数稳定在84以上；力争实现中国质
量奖零的突破,优势领域质量竞争型
消费品出口占比居全国前列。

提升河南制造质量水平

河南制造要赢得市场，最终要靠
质量说话。《方案》提出，健全标准体
系，重点围绕食品、纺织服装、现代家
居、传统文化产品等消费品和工程装
备、电力装备、农机装备、轨道交通装
备等装备制造业,每年制定50项以上
地方标准,组建纺织服装、珠宝玉石、
建材、电子信息等20个以上省级标准
化专业技术委员会,建立健全消费品
和装备制造业标准体系。

提高标准供给水平。鼓励企业采
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制定严于
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

准的企业标准,提升产品质量和档次;
支持具有产业集群优势的企业建立企
业联盟,制定联盟标准,促进产业集群
转型升级和中小企业集群发展。

推进标准化与科技协同,在优势
领域培育50个以上省级标准创新研究
中心,围绕优势产业,争创国家技术标
准创新基地。推动河南标准走出去,
以“河南标准”走出去带动河南产品走
出去。力争到2020年,全省消费品和
装备制造业领域参与研制国际标准20
项以上、国家标准100项以上。

《方案》还强调，加强质量技术基
础建设，提升质量技术创新能力，开展

质量提升行动，提升进口产品质量，实
施品牌发展战略,优化质量公共服
务。同时，创新质量监管制度，加强质
量安全风险管理，加快质量信用体系
建设，优化电商消费环境，加大知识产
权保护力度，强化消费者维权保护。

推动河南产品迈向河南品牌

消费品和装备制造是河南的优势
产业。《方案》明确了消费品制造要聚
焦食品、服装、家居、电子、汽车等领
域，装备制造则突出输变电装备、现代
农机装备、冶金矿山和石油装备、工程

机械装备、高档数控机床装备、轨道交
通装备等领域的提升。

食品领域重点组织肉制品、面制
品、食用油、乳制品、白酒行业企业开
展对标及产品品质对比活动,推动产
品质量标准提升和产品改进。服装服
饰坚持新型制造、精品制造、高端制
造，培育 20家服装产业链龙头企业。
现代家居重点发展定制家具、整体厨
卫、全屋定制、有文化创意的休闲家具
等。家电制冷产业要向绿色、环保、智
能方向发展，构建家电制冷产业链
条。打造智能终端产业链，在智能终
端、智能硬件、光通信、信息安全、信息
技术服务等领域打造行业创新中心或
平台。推进新能源汽车研发及应用,
在汽车产业中率先开展团体标准制
定、科技成果转化技术标准试点,建立
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

装备制造领域,则加快推进智能
变电站、智能配电网、柔性交直流输变
电设备等核心关键技术研发和标准研
制,建设国际先进的输变电装备研发
生产基地。建设国际先进的农用机械
研发生产基地，组建跨行业产业技术
联盟,推动形成面向农业生产的整体
解决方案。打造全国重要的冶金矿山
及石油成套装备研发生产基地，建设
国内领先的盾构装备研发生产基地、
轴承产业研发生产基地,建设全国重
要的新型节能电气研发生产基地，发
展地铁、轻轨、城际列车和轨道交通大
型施工与养护装备，形成配件产品规
模化配套能力,主要产品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③7

创新质量供给 打造河南品牌

□本报记者 陈更生 摄影报道

7月 29日，在栾川县狮子庙镇朱家村，
游客在鱼塘边赏鱼游玩。近年来，当地政府
引导群众养殖虹鳟鱼、金鳟鱼、三文鱼等冷水
鱼，朱家村建成了面积约 1.4万余平方米的
生态鱼塘，养殖冷水鱼 30 余万尾，年产值
1500余万元。同时，冷水鱼养殖还带动了当
地乡村游、农家乐的发展，帮助300余名群众
实现就业。⑨6

游客在一处农家乐的鱼塘赏鱼游玩

养殖户在挑选冷水鱼出售

《河南省消费品和装备制造业标准与
质量提升实施方案》明确了发展目标

到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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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小萍 成利军）
如何让冶炼更绿色、工艺更环保、空
气更洁净？7月31日，在济源市启动
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大气污染成因
与控制技术研究”专项有色金属冶炼
烟气多污染协同控制技术项目，将围
绕这个主题展开。

该项目由中国科学院、清华大
学、上海交通大学等 10家单位联合
申请，旨在破解有色金属冶炼烟气

硫、硝、尘高效协同减排及多种金属
捕集等难题，逐步形成成套关键技术
与装备，最终实现主要污染物排放优
于最新排放标准，为行业主要污染物
排放强度下降 50%提供技术支撑。
据专家介绍，该项目研发技术的实施
和推广，将会显著提升我国有色金属
冶炼烟气污染物控制技术水平，引领
国际有色金属冶炼烟气多污染协同
控制相关技术和产业的发展。③7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7月 31
日，记者从省气象台获悉，受台风
云系影响，未来三天，我省大部分
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

据悉，今年第 9号台风“纳沙”
于 7月 30日傍晚前后在福建境内
减弱为热带低压，第 10号台风“海
棠”7月 30日晚上登陆台湾南部沿
海后，7月 31日凌晨在福建省福清
市沿海再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
减弱，并与“纳沙”减弱后的残余环
流合并北上，预计7月31日夜里开
始自南向北影响我省。

8月 1日，东部、东南部部分地
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
短时强降水、局地短时大风等强对
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2
日，东部、东北部有中到大雨，部分
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
强降水、局地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
气，其他地区有小雨；3日，全省降
水结束。

省气象局农业气象中心工程
师张弘说，此次降水对农业生产
的影响总体上利大于弊。降水利
于土壤增墒蓄墒和增加库塘蓄
水，豫东、豫南部分缺墒地区土壤
墒情将会得到明显改善，对我省
大部地区秋收作物生长较为有
利。但局地性短时强降水、短时
大风天气，将对夏玉米抽雄吐丝、
一季稻拔节孕穗、棉花开花裂铃
不利；也易造成低洼农田短时积
涝，不利于秋收作物稳健生长。
农民朋友应及时疏通农田排灌系
统，尽快排除田间积水，减轻涝渍
的影响。③4

未来三天
暴雨来袭

国家一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在济源启动

有色金属冶炼将更洁净高效

鱼来，渔富

7月 28日，位于宜阳县产业聚集区的洛阳富隆特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党
员技术能手正带领贫困群众开展技术提升活动。该公司由党员带队，以“公
司+基地+贫困户”模式参与扶贫开发，成效显著。⑨6 常世峰 摄

□本报记者 肖遥

三门峡渑池县果园乡展庄村。7
月 31日刚过 8时，村委会会计姚建忠
就来寻驻村第一书记尚慧，一同去结
对帮扶的两户村民家探访。

眼下，展庄村的党支部、村委会、
村民监委会中，有8名党员都和贫困户
结成了对子，每周走访成了惯例。

自2015年8月尚慧被渑池县安监
局派驻展庄村以来，村里的贫困户从
134户降至 30户，村民收入从每年人
均1800多元，增至3000多元。

驻村工作总有时限，自己能给村里
留下什么？“党组织是脱贫攻坚的‘火车
头’。”尚慧说，“配强一个好班子，找到
一条致富路，营造一方好风气，是我给
自己驻村工作定的‘小目标’。”

当天和二人同行的，还有村支书

姚令群。他被村民公认有责任心、办事
能力强，于三个多月前当选了村支书。

修成了一条全长 5.8 公里的村级
公路，村里3500亩坡耕地水土流失问
题得到了综合治理，村文化广场建成
竣工……在扶贫工作队和村委会的共
同努力下，展庄村正发生着实实在在
的变化。今年年底，村里30户贫困户
有望全部脱贫。

到展庄村后，尚慧一直琢磨村民增
收的事儿。请来农业专家一研究，发现
这里的丘陵地带特别适合种花椒、辣
椒、板蓝根、艾叶等。他和村委班子一
家家跑、一家家说，村民们调结构的意
识越来越强，现在村里经济作物的种
植面积已经占到了四成多。“我家也种
了不少花椒，扶贫工作队给村里铺了
一条长久的致富路。”姚令群说。

闫中朝是尚慧联系的贫困户。40

多岁的闫中朝患尿毒症好几年了，儿
子今年要读大三，看病钱、上学钱，一
年下来开销就三万多元。

去年，展庄村建成了电子商务平
台，越来越多的农产品被卖到了全国各
地。姚令群等三人今天来，就是想跟闫
中朝商量，让他在江西打工的媳妇儿回
村搞电商。

“这个事儿管干，回来以后挣钱不
会少，也能照顾家里。”闫中朝说。在
村委会的帮助下，他办好了慢性病鉴
定，做透析报销比例达到75%，儿子的
学费也减免了一半。

从闫家出来，这三人又结伴去了
村头的姚润锁家。对这个因残、因学

致贫的家庭，他们开出了一剂综合“药
方”：尽快搬离快塌的窑洞，搬到全乡
贫困户易地搬迁集中点去；动员姚润
锁的儿子参加村里组织的免费技能
培训……

返程路上，86岁的姚丙须和82岁
的姚遂林主动跟这三人打起了招呼。
展庄村位于熊耳山山脚下，出行不
便。去年尚慧联系县里的照相馆，给
全村80岁以上的老人免费拍照，老人
们见了他都亲得很。

“一手抓党建，一手抓扶贫，不断夯
实基层党组织建设，才能留下一支和群
众越走越近的扶贫工作队。”尚慧感慨
道。③4

“党组织是脱贫攻坚的‘火车头’”

脱贫攻坚的河南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