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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任，靠什么完成？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梦想，靠什么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呼唤只

争朝夕的行动者，需要脚踏实地的实干家。

“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在 2018年新年贺词中，

习近平主席以李大钊的这句名言，昭示了共产党人求真

务实的精神、奋发有为的姿态，确立了苦干实干的主旋

律、主基调。党的十九大描绘出我国发展今后30多年的

美好蓝图，在全面贯彻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要把蓝图

变成现实，正需要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干好工作。

我们正处于发展的关键阶段，全面小康的征程决胜

于此，“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交汇于此。贯彻十九大

精神，赓续改革开放大业，历史的契机等待我们去把握，

光荣的使命等待我们去肩负。河入峡谷，风过隘口，当

此紧要之时，耽于空想和虚声，是走不好这一程、闯不过

这一关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要靠实干，基本实现现代化要靠实干，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要靠实干”。

十九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就“四风”问题新表现作出

重要指示，强调“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

路上”。最好的作风，就是踏踏实实干事。我们共产党

人，不慕虚荣、不务虚功、不图虚名。“九层之台，起于累

土。”空想也好，虚声也罢，说得天花乱坠到头也只是一

场空，把身边的事、日常的事做到位、做踏实，才是应有

的态度。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就是要力戒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工作做实做好，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说一千，道一万，两横一竖是关键。不驰于空想，不

骛于虚声，最终落实在“奋斗”两个字上。“幸福都是奋斗

出来的”，努力奋斗才能梦想成真。当此之时，世界经济

仍面临诸多挑战，“黑天鹅”“灰犀牛”的阴影挥之不去，人

们对和平与发展的前景既有期待、也有忧虑。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需要我们去打

赢，乡村振兴、人才强国、科教兴国等战略需要我们去实

现。前进的道路不可能全是坦途，但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唯有鼓实劲、出实招、求实效，才能

让中国发展的壮阔画卷再开新局，走好新时代的新征程。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今天，我们比

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以苦干续写中国辉煌，用实干托起中

国梦想，我们就一定能跑好历史接力赛中的这一棒，迎来

民族复兴的壮丽曙光。 （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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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1月 2
日，根据省气象台预报，1月3日~
7日我省有两次大范围降雪和持
续低温天气。全省大部地区积雪
深度可达 5cm~10cm，黄淮之间
10cm~20cm，最 低 气 温 可
达-12℃。省农业气象专家提醒
各地设施农业要做好防风加固、
防寒保暖等工作。

省气象局农业气象服务中心
高级工程师李彤宵介绍，本次降
雪过程整体上利大于弊。积雪融
化增加了土壤水分含量，利于小
麦春季生长。同时伴随的降温可
减缓小麦旺长，并可以冻死一些
晚弱苗，有利于改善群体结构，使
群体结构更趋合理。雪水中氮化

物的含量是普通雨水的五倍，有
一定的肥田作用。此外，降雪天
气可减少空气中污染物和病菌、
病毒的传播，清洁空气，同时气温
下降对各类虫卵、病菌的越冬存
活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可减少
冬春季病虫害的发生程度。

同时，他提出积雪会对设施
农业造成不利影响。雪后棚膜积
雪，对塑料大棚造成压力，支撑力
不强的大棚可能破损、垮塌，使棚
内蔬菜受冻。另外，阴雪寡照天
气会使棚内温度偏低，日照不足，
喜温、喜光的蔬菜滞长，也影响果
蔬着色，持续高湿环境容易诱使
棚内蔬菜发生病害，影响蔬菜产
量和品质。

农业气象专家建议，冬小麦
抗雪防冻重在雪后，待雪融化时
注意清沟理墒，防止低洼地块田
间积水。天晴雪融后，可进行培
土壅根，增施有机肥和钾肥等肥
料，以增强冬小麦的抗寒能力，促
进苗情转化。同时，设施农业要
做好防风加固、防寒保暖等工作，
确保各种蔬菜、花卉的正常生长；
对露天生产的蔬菜要及时采取覆
盖等保温措施。②9

□本报记者 王绿扬

“老余，新房住着咋样，满意不满
意？”“可好，做梦也想不到能住上这么
好的房子！”

3间白墙蓝顶的水泥平房，独立
的厨房和卫生间，屋内崭新的家具，
门口鲜红的对联……1 月 2 日，记者
来到商城县余集镇贫困户余耀传的
新家，一座绿树环绕的漂亮小院。搬
进新家快一周了，65岁的老余每天都
要在院里转上几圈，整天乐得合不拢
嘴。

新房的对面，是余耀传住了几十
年的土坯房。屋内的墙上青苔遍布，

屋顶的瓦片已残破不堪，窗户上几乎
没有几块完整的玻璃，搬家前一家三
口只能挤在一张窄小的床上睡觉。

令老余“做梦也想不到”的改变始
于去年 9月。在当地干部的帮助下，
老余结识了商城县志愿者协会会长余
善伟。了解到老余家的实际情况，余
善伟将他家列入了自己的“扶贫济困
安居”计划，出资 10万元为老余建起
了新房。

2017年 12月28日是老余乔迁新
居的日子。搬家那天，余善伟与几名
志愿者早早来帮忙，并在墙上钉上了

“扶贫济困安居牌”。余善伟说，门口那
副“乔迁新居感党恩，誓将穷帽甩下身”

的对联是他特意为老余题写的，其中
饱含着自己对这家人的鼓励和祝福。

43岁的余善伟是商城县的一名
农家子弟，早年因家庭变故辍学出外
打工。凭着吃苦耐劳的闯劲和诚实
守信的理念，他创立了公司，生意越
做越大。

富起来的余善伟没有忘记乡里乡
亲。在公司经营步入正轨后，他开始
专注于公益事业，并于2014年牵头成
立了商城县志愿者协会，带领更多爱
心人士做公益。资助贫困学子、捐资
建设学校和敬老院、为孤寡老人垫付
医药费……从 2008年走上公益之路
开始，他投入公益事业的资金累计接

近2000万元。
2016 年 10 月，为响应国家精准

扶贫号召，余善伟开始着手实施“扶贫
济困安居”计划，在全县范围内筛选需
要帮扶的贫困户，为每户捐助 10 万
元，帮他们重建新家。

余善伟更喜欢称这个计划为“幸
福居”，他说：“只有从根本上改善贫困
户的居住环境，才能帮他们尽早拔掉
穷根，过上幸福生活。”在余善伟的帮
助下，一年多来，已有9户贫困户搬入
了“幸福居”。

谈到未来，余善伟给自己定了个
“小目标”：“一辈子当好人，做好事，做
个合格的志愿者。”③6

本报讯（记者 王小萍）记者从
2017年 12月 29日上午举行的中国·
三门峡黄金产业战略发布暨黄金硅
谷城揭牌仪式上了解到，三门峡市
将和中国青旅实业集团全面实施战
略合作，建立黄金硅谷城，建设一个
集黄金交易中心、黄金拍卖中心、黄
金营销网络直播、黄金文化创意产
业、智能黄金产业研发设计、科技企
业孵化器、创新创业中心和跨境黄
金自贸区于一身的全球创新创业平
台，为全国乃至“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黄金产业、项目、企业提供全方
位的服务。

三门峡市黄金产量连续 34年居
全国第二位，远景储量达1000吨。近
年来，三门峡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支
持黄金产业发展，持续深化与大型黄
金企业的合作，建成了亚洲最大的黄
金综合生产基地。

据悉，三门峡市政府将以“黄金硅
谷城”为旗舰，协调工商、税务、海关、
质检等部门，实现“一站式24小时”服
务，加大税收优惠和政策扶持力度，同
时设立100亿元规模的黄金产业发展
基金，孵化协助黄金企业和黄金项目
发展，并积极申办“黄金自贸区”和

“黄金银行”。为了配合黄金硅谷城
的打造，三门峡还将积极筹建国家级
黄金贵金属质检中心。三门峡黄金产
业的发展目标是，努力形成“勘探—采
选—冶炼—多金属回收—精深加工—
黄金首饰—质量检验—黄金托管—黄
金交易—黄金贸易—黄金银行—黄金
金融”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打造世界
闻名的“黄金之都”。

三门峡还将与中青旅集团合作建
设黄金主题乐园，筹建黄金学院和黄
金博物馆等，打造黄金旅游文化产品，
持续提升黄金品牌的影响力。③7

三门峡要建黄金硅谷城

河南暖新闻河南暖新闻
志愿者在行动

1月 2日，淅川县金河镇彪池村，村民在蔬菜大棚中采摘蔬菜。近年来，该
县通过“公司+基地+贫困户”的模式，发展绿色生态种植50多万亩，带动3500
多户贫困人口脱贫。⑨3 杨冰 摄

降雪对农作物利大于弊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1月 2日，
记者从省招办获悉，2018年高招“体
育单招”首批报名已经启动，我省有8
所高校具有招生资格。

“体 育 单 招 ”报 名 考 生 须 符 合
2018年高考报名条件，并同时具备相
关运动项目国家二级运动员(含)以上
运动技术等级称号。报名按运动项
目分两批进行，其中，速度滑冰、冰
球、越野滑雪等冬季项目报名时间为
2018年 1月 1日至 15日；射击、射箭、
乒乓球、羽毛球等其他项目报名时间
为 2018年 3月 1日至 15日。报名平
台为中国运动员文化教育网 www.
ydyeducation.com 专设的“体育单
招”系统。

按照教育部规定，2018年举办运
动训练专业的招生院校共有92所，其
中我省有6所，分别为河南大学、郑州
大学、河南师范大学、洛阳师范学院、
南阳师范学院、黄河科技学院。举办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招生院
校全国共有 51所，我省有 6所，包括
河南大学、郑州大学、河南理工大学、
洛阳师范学院、商丘师范学院、黄河
科技学院。

“体育单招”文化考试由省招办组
织，按全国统一时间 4月 21日、22日
进行；体育专项考试由国家体育总局
指定院校组织实施。考试时间分别
为：冬季项目2月 16日至 3月 5日，其
他项目4月1日至5月10日。③4

□本报记者 宋敏

新年伊始，雨雪开场。据省气象台预报，
1月 3日至 7日期间，我省将出现大范围降雪
天气，其中，黄河以北地区将有中雪，黄河以
南地区可能出现暴雪。交通、电力等有关部
门积极做好预案，采取了一系列应急措施。

高速公路

为应对恶劣天气对我省高速公路正常通
行带来的不利影响，省交通运输厅下发“紧急
通知”，同时组织高速公路运营管理单位召开
专题会议，决定在1月 2日至5日期间，在联网
监控大厅实施“联合值班、联合指挥、联合调
度”的工作模式；要求各路段密切关注气象变
化，全体进入除雪融冰战备状态。据统计，全
省高速公路共储备融雪剂 19517.4吨、砂石料
8805方、草甸46330米、编织袋64159条、运输
车282台、除雪设备945台。

电力

省电力公司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加强监测
预警，做好雨雪冰冻天气下安全风险防控；加强
输变电设备的巡视检查，重点关注易覆冰线路、
易舞动线路，开展220千伏及以上变电站特巡，
发现异常及时处置。建立了国网客户服务北中
心、省、市、县四级联动机制，加强抢修值班和
95598客户服务，确保系统中断、大面积故障停
电等重要信息的高效传递。据悉，全省电力系
统共组织4.06万名三级抢修梯队人员、2943台
抢修车辆、6923辆抢修用摩托车（电动车），安排
2424个抢修站点，随时处于待命状态，将按照

“抢修不过夜”的原则及时开展抢修。

民航

目前，郑州机场除冰雪各项准备工作已经
就绪。在郑州机场飞行区，15台除冰车、4台热
式吹雪车、20辆除冰雪自卸式三轮车以及除冰
液等设备和物资均处于随时可用状态。

恶劣天气可能导致航班延误，为此，郑州
机场提前完善了航站楼公共设施，做好了医药
储备，增设临时手机充电桩18个，首次设立了
6处旅客临时过夜休息区。为确保航站楼内
餐食充足供应，各餐厅已配备一周的库存量。

高铁

郑州东站安排专人24小时值班，密切关注
天气预报，保持信息畅通，随时启动暴雪天气
应急预案。为确保旅客安全出行，该车站组织
休班干部职工上岗帮班，对进站口、三品检查、
换乘厅等重点部位加强组织引导；通过广播、
电子屏实时向旅客播报列车开行信息。

地铁

郑州地铁制定了恶劣天气专项应急预案
和突发大客流专项应急预案，全力保障市民出
行。如受雨雪天气影响客运量激增，将适时对
部分站点客流进行控制、加开备用列车等，必
要时将采取列车不停站通过或关闭车站等措
施，以确保乘车安全；若出现乘客滞留，将视情
况延长运营服务时间。③6

高招体育单招报名启动
我省8所高校有招生资格

雨雪未至 保障先行

余善伟：

“一辈子当好人，做好事”

迎战风雪迎战风雪 温暖过冬温暖过冬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1月 2
日，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发布
消息，启动冰雪天气应急保通预
案，全警动员，全员上岗，一级战
备，全力确保冰雪天气高速公路
安全畅通，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当日，全省高速交警部门协
调高速公路运营管理单位，对易
冻、易堵、易发生交通事故的关键
交通点段，以及高速公路沿线坡

道、高地、桥梁、涵洞等重要路段，
提前囤积融雪除冰物资，根据天
气情况和路面情况适时采取应急
保通措施。

在降雪结冰等恶劣天气来临
时，高速交警将联合路政和运营
管理单位，切实加大除雪融冰作
业力度，特别是加强对长坡陡弯
等路段的实时监控，在最短时间
内快速清除积雪。

路面或站口滞留车辆较多

时，高速交警在确保安全的情况
下将采取警车带道压速通行等方
式，分批次护送滞留车辆通过冰
雪路段，避免高速公路出现长时
间拥堵。

群众可以拨打高速交警总队
报警服务电话 0371-68208110
咨询路况信息，或登录“河南高速
公安”微博、微信和“河南高速公
安”政务头条号查询高速公路通
行信息。③5

本报讯（记者 卢松）1月2日，
记者从省民政厅了解到，我省日
前下达2017~2018年度冬春生活
补助资金1.777亿元，其中争取中
央财政资金1.557亿元，省级财政
安排2200万元，专项用于统筹解
决受灾群众口粮、衣被取暖等困
难，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冬春期间
基本生活。

2017年，我省一些地方相继
遭受风雹、雪灾、旱灾、病虫等多
种自然灾害，给灾区群众的生产
生活造成较大困难，救助任务繁
重。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省财政厅和省民政厅已联合紧急
下达生活补助资金到各地，并要

求各地按照冬春救助工作规程的
要求，尽快把生活补助资金发放
到救助对象手中，确保受灾群众
得到及时救助。

据了解，我省去年积极采取措
施，全力做好灾民救助工作。一方
面，下拨 2016~2017 年度冬春生
活补助资金1.64亿元，其中中央财
政资金1.41亿元，省级以下财政资
金 2327.51 万元，救助困难群众
168.92万人次，有效保障了受灾困
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另一方面，制
订切实可行的因灾倒房恢复重建
实施方案，共下拨资金 1.2857 亿
元，专项用于因灾倒损农村居民住
房恢复重建。截至去年6月底，全

省因灾倒损农村居民住房恢复重
建任务提前完成，9000多户受灾
群众搬到新家生活。

据气象部门预测，本周我省将
有较大范围的中到大雪过程，低温
雨雪冰冻灾害发生概率较高。省
民政厅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民政部
门要高度重视，积极应对。自然灾
害发生后，要及时核查、收集、统
计、汇总、分析、评估和上报灾情，
灾情稳定前要严格执行24小时零
报告制度。同时，根据自然灾害应
急救助预案启动条件，及时启动本
级自然灾害应急救助预案，结合冬
春救助对受灾生活困难群众实施
分类救助。③5

我省下达1.7亿多元冬春生活补助资金

高速警方启动一级战备护航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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