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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晓荷）5月 4日，
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我省暂不将生
物、地理纳入全省中招统一考试科目，
各地市可根据当地实际，自主确定是
否将生物、地理学科纳入本地中招考
试科目，并及时向社会发布相关信息。

据悉，为引导初中学校开足开齐
国家课程，打好学生发展的共同基础，
省教育厅在2016年中招文件明确，从
2016年入学的初一年级新生开始，将
生物、地理学科纳入中招考试科目，考
试对象为初中二年级学生，考试时间
安排在初二年级下学期期末。

此次为何对政策进行调整？省教
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近期部分地市
教育行政部门和初中学校多次反映，
因各地初中办学条件差距较大、考试
安全难以保障等因素，建议暂缓两科
实行全省统一考试。省教育厅也多
次召开不同层面的座谈会，进一步征
求意见，并围绕全省初中生物、地理
两科课程开设情况、教师队伍、考试
保障能力等方面的基础条件进行了
反复研究论证，认为目前两科开考存
在三方面问题。一是部分学校生物、
地理两科教师数量尚短缺；二是考试

组织难度较大，考试涉及初二、初三
两个年级，考生需集中到县城参加考
试（考点都设在县城），部分地方难以
满足初二、初三年级住宿需求；三是全
省标准化考场目前暂难以满足新增考
生的考试需求。今年初中二年级考生
比初中三年级多了15万人，全省需再
安排5000个左右的考场，标准化考场
难以按期建好并投入使用。

鉴于以上情况，经省教育厅研究
决定，暂不将生物、地理纳入全省中招
统一考试科目。各地市可根据当地实
际，自主确定是否将生物、地理学科纳

入本地中招考试科目，并及时向社会
发布相关信息。

目前，省教育厅正督促各地尽快
报送方案。下一步，省教育厅将督促
各地加强教师配备，完善设施设备，加
快标准化考场建设。待条件成熟时，
启动全省统一考试。

当日下午，记者从郑州市教育局获
悉，郑州市暂不将生物、地理学科纳入
全市中招统一考试科目。不过，生物、
地理作为必修课程，仍进行学业水平测
试，由初中学校组织实施，体现在对学
生的综合素质评定之中。②40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 任国战）
5 月 5日，省环保厅对外发布了关于内
黄陶瓷产业园污染问题的处理情况。
近日，我省对安阳市内黄县陶瓷产业
园区环境污染问题进行责任追究，对
相关责任人作出严肃处理。

4月 19日晚，央视财经频道对内
黄县陶瓷产业园区环境污染问题进行
了公开曝光。

4月 20日，省纪委监察委介入该
事件的先期调查工作。4月 24日，省
纪委监察委、省环保厅及安阳市纪委
监察委共同组成调查组，对该事件进
行全面调查。4月 28日，调查组在认
真调查、查明事件原因基础上，形成调
查报告，划分了责任、并对相关责任单
位及责任人员提出处理意见。

经查，内黄县陶瓷产业园区在环
境保护方面存在以下突出问题：园区
管理标准不高、要求不严，厂区无组
织排放问题突出，污染严重，个别企业
对煤制气工段管理不规范，扬尘污染
突出；企业生活污水、清洗厂区污水直
接外排；园区污水管网建设不配套，收
水能力严重不足，污水处理厂及配套
管网管理不规范，部分企业管网配套

不完善；产业园区周边部分地下水污
染严重，部分村庄地下水氨氮浓度超
标；河长制没有真正落实，监督管理不
力，现场调查时，7个雨水管网排放口，
有4个仍存在污水排放问题。

上述问题的产生，主要原因在于市
县两级政府对内黄县陶瓷产业园区
企业的污染物排放问题监督不力；市
县两级环保部门对内黄县陶瓷产业
园区企业的污染物排放问题监管不
到位，查处不力；内黄县住房城乡建
设部门对内黄县污水处理系统的设
计和对污水的收集与管理监管不到
位；流经内黄县陶瓷产业园区的硝河
河长，对通向硝河的排污口排查不到
位，封堵不力；内黄县陶瓷产业园区
管委会对园区内企业管理不到位，对
园区内企业的污染物排放问题监管
不到位，查处不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暂行规定》《行政
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共中央纪
委、国家监察委员会公职人员政务处
分暂行规定》等有关规定，安阳市、内
黄县监察委委务会对 17名责任人给
予政务处分。③4

陈延年，又名遐延，安徽怀宁人，
陈独秀长子，生于1898年。1915年，
考入上海法语学校专攻法文，1917年
考入震旦大学攻读法科。1919年 12
月下旬，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摒
弃原先信仰的无政府主义，转而信仰
马克思主义。1922年6月，与赵世炎、
周恩来一起创建旅欧共产主义组
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并担任宣传
部长。同年秋，加入法国共产党。不
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4 年 10 月，陈延年回国后被
党中央派赴广州，先后任社会主义青
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中共广东区委
秘书兼组织部长。不久，接替周恩来
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他极为重视加
强党的建设，健全区委领导机构，建立
党课制度，着力于党员的培训和教育，
加强党的团结。到1927年 3月，广东
党组织已拥有9000多名党员，是当时
全国党员人数最多、组织机构最健全，
具有高度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地方党组
织之一。

1924年11月，陈延年协助周恩来
建立海陆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1925
年 11月，在铁甲车队的基础上，周恩
来、陈延年等商定，从黄埔军校毕业生
中再抽调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作
为骨干，建立了著名的叶挺独立团。

1925年6月，陈延年、苏兆征、邓中
夏等领导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

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中，以陈独
秀为首的党中央对国民党右派的进
攻，采取了妥协退让政策。陈延年坚
决反对，他以中共广东区委的名义报
告党中央，要求中央坚决抛弃对国民

党右派的妥协退让政策，他在与邓中
夏、张太雷谈起陈独秀的错误时，气愤
地说：“（陈独秀）看不出蒋介石的阴
谋，看不见工农的力量，竟把无产阶级
当作革命的苦力。”又说：“我是共产
党，坚决站在党的立场，反对右倾机会
主义的妥协退让政策！”

1927年 4月，陈延年赴武汉参加
党的五大时，中央任命他接任中共江
浙区委书记，他当即转赴上海，途中
上海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927
年 6 月，中共中央撤销江浙区委，分
别成立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陈延年
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在白色恐怖
笼罩下的上海，陈延年和赵世炎等不
顾危险，部署工作，寻找失散的同志，
恢复和重建党组织，积极开展斗争。
6 月 26 日，陈延年遭国民党军警逮
捕。敌人为了得到上海中共党组织
的秘密，对陈延年用尽酷刑，将他折

磨得体无完肤，逼迫他供出上海党的
组织。但陈延年以钢铁般的意志，严
守党的机密，宁死不屈。

1927年7月4日晚，陈延年被国民
党反动军警押赴刑场。刽子手喝令他
跪下，他却高声回应：革命者光明磊落、
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决不跪下！几
个执刑士兵用暴力将其按下，松手挥
刀时，不意陈延年又一跃而起，这一刀
未砍着颈项，刽子手也差点吓得摔倒。
最后，他竟被凶手们按在地上以乱刀
残忍地杀害。

“我们的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也不是从地上生出来的，更不是从海
外飞来的，而是在长期不断地革命斗
争中，从困苦艰难的革命斗争中生长
出来的，强大出来的。”陈延年1926年
说的这句话，现在被印在了上海龙华
烈士陵园纪念书签上。

（据新华社合肥5月6日电）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陈延年：视死如归的革命者

师资紧张 考试组织难度大 考场不足

中招生物地理暂不全省统考

我省对内黄县陶瓷产业园区环境污染问题进行责任追究

相关责任人受到严肃处理

本报讯（记者 陈慧 通讯员 祝文
平）5月 4日，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传来好消息：今年朱鹮已野外自然繁
育24只雏鸟。从2014年第一只野外
朱鹮出生至今，董寨野外繁殖朱鹮已
达68只，成为国内重要的朱鹮野生种
群地。

4月 26日，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科研监测人员为今年野外自然繁
育的第一批快出飞的 9 只朱鹮雏鸟
进行了环志。朱鹮“宝宝”戴上“身份
证”，将为今后日常监测和研究工作
提供可靠资料。

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 2007
年引入17只朱鹮以来，人工繁育野化
放飞实验取得了重大突破。据统计，
保护区已成功人工繁育朱鹮 214只。
经国家林业局批准，保护区从2013年
起对朱鹮进行四次野外放飞，共放飞
100只，朱鹮野外繁殖总计达68只，种
群规模不断壮大。该保护区已成为我
国除原产地陕西洋县之外重要的朱鹮
人工繁殖野化放归地，为中国乃至世界
成功保护繁育珍稀物种提供典范，对维
护我省生态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促
进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②8

今年董寨朱鹮
野外自然繁育24只“宝宝”

陈延年像（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双品”战略

砥砺奋进 做强宝丰

论道清香

创新融合 大有可为

国色清香 宝丰荣耀
——宝丰建厂70周年“双品”战略发布会盛大举行

□本报记者 申明贵 朱西岭

风和景明春意暖，豫酒振兴逐浪高！

5月 5日，“与时代共振，与行业同

行”宝丰酒业荣耀 70年双品战略发布

会在郑州举行。来自省豫酒转型发展

领导小组的相关领导，中国酒类流通协

会、中国酒业协会的相关负责人，白酒

业内专家、学者及宝丰酒业管理层、省

内外经销商代表数百人共聚一堂，就白

酒行业发展趋势、豫酒振兴战略、清香

型白酒发展机遇等话题进行探讨与分

享，由此也拉开了庆祝宝丰酒业建厂70

周年庆典的序幕。

5月5日下午3时，发布会正式开始，白酒泰
斗、著名白酒专家高景炎，著名白酒专家、国家
酒检中心顾问钟杰，中国酒类流通协会会长王
新国、秘书长秦书尧，中国酒业协会副理事长刘
秀华等国家级专家及行业协会负责人；省人民
政府原副省长李志斌、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
副主任郝敬红、省商务厅副厅长李若鹏、省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王景峰、省工信委食品
办公室主任许新以及平顶山市副市长刘文海，
宝丰县委书记张庆一，河南省酒业协会会长熊
玉亮、总工程师赵书民，江南大学教授范文来、
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师杜小
威、河北衡水老白干酿酒集团总工程师张煜行、
酒仙网董事长郝鸿峰、糖烟酒周刊杂志社产业
研究院执行院长王传才、北京君度卓越咨询公
司董事长林枫等，在主办方负责人、宝丰酒业董
事长王若飞等陪同下，相继步入会场就座。

随着一段震撼的大鼓表演结束，发布会进
入第一个环节。张庆一代表宝丰县委、县政府
以及主办方宝丰酒业率先上台致辞。他表示，
宝丰县委、县政府当前正在全力实施省委、省政
府提出的“豫酒转型发展”战略，决心把宝丰酒
业的发展和振兴作为全县工作的优先发展方向
之一，力争在 3-5年内把宝丰酒打造成为具有
全国影响力的知名品牌，对为全省经济社会发
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李若鹏代表省豫酒转型发展领导小组致
辞。她说，省政府高度重视豫酒发展，并将豫酒
转型发展列入全省十二项转型发展的重点项
目。在此背景下，宝丰酒业利用建厂70周年之
际，推出战略新产品芳华系列，为豫酒振兴的大
好局面添了一把火。

王新国从专业角度分析了当前白酒行业的

三大态势：行业复苏明显，实现量价齐升；品牌
意识逐渐提高和强化，白酒消费向优势品牌集
中；行业挤压式竞争完全形成，名优酒企进入新
的增长期。

熊玉亮则认为，宝丰酒“品牌有历史，品质
有保障，竞争有差异”，具有作为好名酒的三大
特征。此次发布会的召开，是宝丰酒业贯彻落
实豫酒振兴发展战略的又一重大举措，必将对
宝丰酒业实施二次创业、转型发展起到重要的
推动作用。

来自北京君度卓越咨询的林枫董事长则为
大家带来《新环境下名酒名企如何赢得未来》演
讲，他尤其提出，作为中国十七大名酒中的“两
大清香名酒”之一，宝丰酒前景可期。

发布会的第二个环节是“正本清源，
论道清香”论坛，由秦书尧担纲主持。高
景炎、钟杰、范文来、郝鸿峰、王传才、杜
小威、张煜行以及宝丰酒业总工程师卢
振营等参与了论坛话题讨论。

从中国白酒发展史来看，“清香为白
酒之源”，但从当前的行业发展来看，浓香
型却占据着绝对的发展优势和市场规模，
是什么因素限制了清香型白酒的发展？

高景炎分析说，浓香型白酒发展快，
是因为其思想解放早，开拓创新好，品牌
宣传好，历史文化好。清香型酒要主动
学习浓香型酒企的经验做法，打破过去
单一独立的发展模式，抱团取暖。

王传才认为，目前整个清香白酒战
略趋势偏弱，战术运营还有巨大提升空
间。汾酒如果今年能冲击百亿，就会为
清香型白酒打开市场机会的大门，对清
香酒各个品牌都是大好消息。

钟杰表示，清香型酒的果香、醇甜、劲
爽更特点符合国外消费者的口味，更有利
于走出国门实现国际化，因此他呼吁，清香
型白酒要建立自信，早日融入国际竞争。

杜小威提出三个观点：一是要站在

世界看清香，把握趋势。二是要站在消
费者角度看产品如何适应消费需求。三
是要跳出清香看清香。纵观2017年，清
香型酒销售额上升，利润上升，但是总体
销量下降，竞争成挤压态势，各清香型白
酒企业应该抱团共同打造清香市场。

范文来则认为，清香型白酒从安全
性指标来看，是有害物含量最少的酒种，
也最具国际化口味，建议要多研究外国
人的口味，早日实现国际化。

郝鸿峰表示，年轻人购买力强，清香
酒目前价格不高，而且度数普遍偏低、醒
酒快，受到年轻人的欢迎。

本次活动最大的亮点是国内三家最
具有代表性的清香型品牌汾酒、衡水老
白干和宝丰共聚，他们也是1915年在巴
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博览会最高奖项

“甲等大奖章”的三个白酒品牌。张煜行
代表河北衡水老白干酿酒集团给宝丰酒
业送上祝福。

扎根宝丰酒业 30多年的卢振营更
是感慨地说：“宝丰要加大创新步伐，提
高入口舒适度，清香型市场振兴指日可
待！”

嘉宾出席庆典启动仪式

发布会最后一个环节，宝丰酒业董事长王若飞
做总结发言。他用“任重道远”来概括宝丰酒业近
些年发展中取得的成绩，以及对经营管理、产品创
新、消费渠道等方面的思考。

王若飞说，宝丰拥有辉煌的过去，70年中先后
于 1915年获得了巴拿马甲等大奖章，入选了中国
十七大名酒、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几乎拿遍
了国内外酒业的所有奖项。

站在宝丰酒建厂70周年的重要节点，2018年
也是宝丰酒进入全新发展阶段的“品牌年”，更是公
司进入发展新阶段的“产品年”，宝丰未来的路“任
重而道远”，接下来要以“中国两大清香名酒之一”
为定位，以建厂 70年庆典为契机，理顺两个关系
——企业与商业的关系，品牌与消费者的关系；以

“双品”战略——“品牌战略”与“产品战略”，在全新
升级高端产品“国色清香”系列的基础上，推出中档
产品——“芳华”系列，全力冲刺全省市场。

王若飞表示，宝丰人要继续传承宝丰酒历史、
文化，发扬宝丰酒工艺、价值，着眼长远，稳步发
展。同时，也希望与清香酒行业内的同仁，携起手
来“坚决做大清香市场”，与豫酒共振“坚决做好清
香特色价值”，共同发展清香新蓝海。

活动最后，与会领导和嘉宾共同启动宝丰建厂
70周年庆典仪式，共同祝愿宝丰荣耀70年，绽放清
香新蓝海，再创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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