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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青岛 6月 6日电 上海合
作组织青岛峰会新闻中心6日正式启
用，为境内外媒体注册记者提供服务。

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新闻中心
副总指挥侯晓东介绍，新闻中心总建
筑面积约3.5万平方米。作为新闻中
心主场馆，媒体工作区域可使用面积
为 10500 平方米，可为 3000 名注册
记者提供完善服务；场馆运行保障区
域可使用面积为 4600平方米，可供
3000余人的保障团队轮流值守办公。

据介绍，新闻中心设有综合服务
区、媒体工作区、新闻发布区、演播

室、采访室和单边直播报道点等 14
个功能区域，场馆内覆盖高速网络。

记者 6日在新闻中心现场看到，
境内外媒体记者陆续抵达新闻中心
注册、领取证件并熟悉新闻中心设施
环境，其中主场馆内的四个机器人吸
引了不少媒体记者关注。

机器人研制企业负责人张学浩
介绍，此次共有四款机器人在新闻中
心主场馆服务，包括迎宾机器人、安
防机器人和送货机器人等。其中，迎
宾机器人可识别中、英、俄三种语言，
为媒体记者提供问询和交互等服务。

时值初夏，甘肃省庆阳市宁县县
城庙咀东路王孝锡烈士纪念馆青砖
朱门，庄严肃穆。不少参观者专程前
来，追思王孝锡烈士在秦陇播火的革
命事迹。纪念馆已成为广大干部群
众感知红色文化精神、传承红色文化
基因的重要基地，每年前来追思王孝
锡烈士的参观者超过7万人。

王孝锡，字遂五，1903年出生于
甘肃省宁县太昌镇一个农民家庭，
1924年考入国立西北大学。学生时
代的王孝锡阅读了《新青年》《向导》
等大量革命刊物，并结识了刘含初、
魏野畴等著名的共产党人。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
王孝锡积极投入反对陕西督军吴新田
黑暗统治和声援五卅运动的斗争。此
后，王孝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 3月，在冯玉祥部队工作
的中共党组织负责人刘伯坚、邓小平
等推荐王孝锡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
的身份，与胡廷珍等其他 3名共产党
员一起赴兰州工作。到达兰州后，王
孝锡首先整顿了国民党甘肃省党部
党务，并根据兰州地区革命斗争形势
和中共陕甘区委的指示，建立中共兰
州特别支部，与其他同志一起，向广
大人民群众宣传新民主主义思想。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在西
北的地方党组织遭受重创，革命活动
处于低潮期。王孝锡仍意志坚定，按
照党组织的要求，回到家乡宁县开展
工作，并与任鼎昌、王晓时等共产党员
在宁县太昌成立中共邠（陕西彬县）宁
（甘肃宁县）支部。王孝锡任支部书
记，有组织地领导革命群众，并重新组
建青年社，宣传进步思想，组织革命活
动，使一批陇东青年受到了培养锻炼。

党的八七会议后，王孝锡按照党
组织的要求，以行医为掩护，深入陕
甘交界十多个县的农村进行调查，并
写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草案》《农村调

查及农村阶级分析》等文章，开始探索
农村武装斗争的路子。1928年 5月，
王孝锡领导宁县支部同志在陕西彬县
开展工人运动，并策划发动陕西旬邑
起义，成立革命武装。这次起义是一
次声势较大的农民武装斗争，为党在
陕甘边界开展武装斗争提供了宝贵经
验，也更加坚定了王孝锡的革命信心。
起义失败后，王孝锡与其他同志又回
到宁县，组织农民武装继续开展斗争。

党组织在宁县一带的革命活动，
引起反动当局的极大不安，反动当局
开始血腥镇压革命活动。1928年 11
月 26日，王孝锡被捕入狱。在狱中，
面对反动当局一次次酷刑审讯，王孝
锡以钢铁般的意志与敌人进行顽强
斗争，严守党的机密，坚贞不屈、视死
如归。同年 12月 30日，王孝锡被敌
人押往刑场，牺牲时年仅25岁。

“慷慨歌太平，从容作楚囚。暴刀
逞一快，何惜少年头！”在牺牲前，王孝
锡留下这首诗，充分显示了共产党人
高风亮节和视死如归的高尚品质。

斯人已逝，精神不朽。2013年 4
月，宁县王孝锡烈士纪念馆建成开馆
并正式对外开放，纪念馆采取图片、实
物、塑像、文字相结合的方式，以王孝
锡烈士早期革命活动为主题，再现王
孝锡烈士踊跃投身革命、舍生忘死的
革命历程。（据新华社兰州6月6日电）

□本报记者 王小萍
本报通讯员 王雪红

义马市北部的青龙山山谷里，有
一个叫梁沟的村子掩映在郁郁葱葱
的林木中，这里鸟儿啾啾，小兽自由
跳跃奔跑。

“原来这里是最荒凉最偏僻的地
方，通过植绿护绿，现在生态环境好多
了，能碰到许多以前没有见过的野生动
物。”6月5日，茹小豹自豪地对记者说。

梁沟村总面积 9 平方公里，下辖
10个自然村 11个居民小组，共有居民
368 户，1526 人。作为一名基层村干
部，20余年来，茹小豹从村治安主任到
党支部书记，将人生最好的时光都献
给了梁沟，用汗水、真情与执着，描绘
出梁沟的美好画卷。

群众富不富,关键看支部。茹小
豹带领党员建立党员项目负责制、党
员风采展示和党员干部分包居民组、
联系困难户等工作制度，以“三年强基
工程”“党建提升工程”为载体，切实解
决修路、吃水、邻里纠纷、家庭困难救

助等民生问题。
为改善梁沟的村容村貌，茹小豹

带领村民全力打好人居、环境“两张
牌”：高标准规划建设了居民集中居
住区，建成了党群服务中心、社区卫
生室、老年活动中心、文化礼堂等便
民服务场所，在义马市率先实现了天
然气进农家；通过环境卫生综合整

治、生活污水集中排放、垃圾定点存
放等举措，村容村貌得到了明显改
观，为村民营造了良好的生活环境。

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
茹小豹引导群众承包荒山，发展经济
林、小杂果、中药材等种植，建立了雪
枣、纸皮核桃、花椒、朝天椒4个小杂果
基地。村南部邻近市区及高速公路，
他就鼓励群众大力发展运输业、汽车
修理、小商品经营和餐饮服务业。依
托三门峡畜牧养殖中心，按照“公司+
基地+农户”的模式，引进法国肉兔养
殖项目，免费发放种兔 1000 余只，带
动38户群众发展肉兔养殖。

群众的腰包鼓了，幸福指数也提
高了。目前，梁沟已形成了以养殖、种
植、建筑运输、饮食服务为主的产业新
格局，村民自发组织社火队、戏迷表演
队，争当“十佳文明户”“好媳妇”“好婆
婆”“环境卫生示范户”。

如今，梁沟是远近闻名的“明星
村”，先后获得“全国文明交通示范村”

“河南省五好党支部”“河南省生态业
示范村”等荣誉。

“只有真正把群众的事情放在心
上，落在实处，老百姓才会信任你，把
你当成带头人。”茹小豹用行动践行着
忠诚、奉献、担当的誓言。③4

致富路上“领头羊” 上合组织青岛峰会新闻中心启用

王孝锡:浴血播火 大义凛然

王孝锡像（资料图片）。新华社发

6月 5日，中原油田菊园小区的工作人员为居民现场演示“垃圾分类”的基本常识。为
了让更多人关注环境保护，共同守护“美丽中原”的蓝天白云，该社区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
环保知识宣传，倡导居民树立低碳环保生活理念。⑨3 范兆玮 摄

垃圾分类
低碳生活

本报讯（记者 李宗宽 田宜龙）6月
6日，全省首家市级党建馆——洛阳党
建馆投用，正式对市民开放。

洛阳党建馆位于“洛阳市民之家”二
楼，总面积 450平方米。全馆分为初心
篇、使命篇、担当篇3个展示篇章，通过文
字、图片、多媒体等方式，全面回顾展示洛
阳党的建设和发展历程，旨在引导全市党
员干部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指引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加
快建设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打造带
动全省发展新的增长极而不懈奋斗。

据了解，1921年 12月，中国共产党
在我省的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洛阳组
建立。近年来，洛阳市委在中央和省委的
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一切工
作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
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等，
并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切实推动全面从
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纵深发展。

“新投用的洛阳党建馆，将成为展示
全市党建成效和发展成绩的新载体、党
员干部开展政治生活的新平台、全体党
员进行党性教育的新基地。”洛阳市委组
织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③3

全省首家市级
党建馆在洛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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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牟县青年路街道办采用“4+X”方式
开展机关党支部党员活动日活动。“4”即重温一
次入党誓词、缴纳一次党费、唱一次国歌、参加一
次组织学习。“X”即自选动作。此次由党员代表
组成的党员志愿服务小分队，为辖区内各禁烧岗

的人员送去矿泉水、西瓜、防蚊虫喷涂液等慰问
品。“4+X”党员活动日模式，有效地引导党员立
足岗位作贡献，加强了党员的理论学习，让党员
心态由“要我参加”变成“我要参加”，营造更加浓
厚的文化氛围。 （修小娟）

为进一步弘扬志愿服务精神，近日，南阳桐柏县检察院
组织青年干警开展交通志愿服务活动，成为了路口的一道
亮丽风景线。此次活动以“讲文明树新风、弘扬志愿服务精
神”为主题,青年志愿者来到离该县行政审批服务中心比较
近的车流、人流较为集中的交通路口，劝阻不文明交通行
为。干警们穿着统一的志愿者服装，以满腔的热情参与到活
动中。对车辆乱停在路口、机动车斑马线不让行人、行人闯红
灯、横穿马路的现象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督促更多的市民消
除不文明交通陋习，有效地引导大家文明行车，安全出行。
同时主动搀扶和帮助行动不便的老人过马路,为过往群众提
供热心帮助,以实际行动奉献着自己的一份爱心。活动现
场，该院青年志愿者还进行了文明交通劝导志愿服务宣传
讲解，呼吁广大市民和志愿者从自身做起，倡导文明出行，
摒弃不文明交通违法行为，做好文明交通劝导志愿服务，开
展秩序维护、交通疏导等工作，受群众好评。市民刘先生
说：“我也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遵守交通法律法规，积
极宣传文明交通理念，深入倡导文明交通行为，大力弘扬志
愿服务精神，热心公益、甘于奉献，为提升城市文明水平，展
示城市文明形象，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卢爽 彭玉录）

今年以来，为积极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
进一步推进注册登记便利化，优化营商环境，漯
河市工商局召陵分局改革审批流程、创新体制机
制、优化“互联网+政务服务”，完善便民服务事

项清单，实行一人通办、一窗速办、一站导办、一
标申报、一口说清、一单送达、一城通办、一点代
办、一网互联、一键便民措施，实现“一次办妥”。

（刘占杰）

为认真学习新修订的《中国共产
党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新
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检
验纪检监察干部学习成效，近日，郸城
县举办纪检监察系统《党章》《宪法》
《监察法》知识竞赛预赛阶段的比赛。
知识竞赛分为个人必答题、小组必答
题、抢答题和风险题四个环节，选手们
踊跃竞答、你追我赶的精彩表现，赢得
了现场观众阵阵热烈的掌声。县纪委

常委担任评判员，全县 180 名纪检监
察干部组成 60支代表队进行了 11场
预赛，最终 24支代表队进入到下一轮
的决赛。据悉，按照打造学习型机关的
要求，全县纪检监察系统依次通过举行
知识测试、举办知识竞赛等方式，在全
县率先掀起学习宣传《党章》《宪法》和
《监察法》的热潮，树立起学法、懂法、
用法、守法的标杆形象，提升了专业水
平和法律素养。 （韩松林 刘学勇）

今年以来，鹿邑县纪委监委制定出
台了《县纪委监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18
年集体学习实施意见》，以形式新、内容
实、要求严三项举措抓好学习，力促领
导干部理论学习制度化、常态化、科学
化、规范化，助推学习型党组织和学习
型领导班子建设。形式新。以集体学
习研讨为主，集中学习与个人自学、理
论学习与实地调研、专家领学与集体讨
论相结合。明确1至3名同志作专题发

言，并组织开展集体讨论。内容实。将
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确定为重点学
习内容，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要求严。集中学习原则上不
准请假，确有特殊情况的，须向组长（县
纪委书记）请假，并于事后及时补学。
成员每年需结合述责述廉工作对自身
学习态度、理论素养、学习效果等情况
进行自查自评。 （胥慧芳）

讲文明 树新风 弘扬志愿服务精神

优化营商环境 实施“一次办妥”

郸城举办知识竞赛 掀起学习热潮

“新、实、严”抓好理论学习

“4+X”模式让党员活动日焕发活力

日前，中行新乡分行组织召开了由100多人
参加的普惠金融业务拓展竞赛动员会。此次动
员会明确了银保监会、人民银行关于普惠金融工
作的最新要求，传达了总行、省行关于普惠金融
业务拓展的最新精神，宣讲了普惠金融相关政策
以及总行普惠金融业务专项拓展竞赛方案。同
时，动员会要求全行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重视普
惠金融的拓展，把大力发展普惠金融作为一次拓

展业务、拓展客户、担当社会责任、履行社会职责
的重大机遇。动员会还分析了普惠金融业务的
发展现状，细化“怎么干”的措施，强化“谁去干”
的责任，明确要把普惠金融业务拓展纳入部门、
网点业务考核，要求大家第一时间把会议精神传
达到每位员工，迅速形成凝心聚力、全力以赴拓
展普惠金融业务的思想共识，工作效率和发展质
量双头齐进，争取早日见成效、惠民生。（杜太升）

新乡中行召开专项业务拓展竞赛动员会

1.原招标公告中“第3条投标人资

格 要 求 - 施 工 标 段 -3.1.2-（2）

G107DY-7/10/11”业绩要求为：“近

五年（指 2013年 5月 1日至 2018年 5

月 1日，以交工验收日期为准）内独立

完成过以下业绩：累计建设里程不少

于 20公里且其中至少一项单项合同

金额不少于 1000万元的一级及以上

等级公路交通机电工程施工项目”。

以上业绩要求修改为：“近五年（指

2013年 5月 1日至 2018年 5月 1日，

以交工验收日期为准）内独立完成过

以下业绩：累计建设里程不少于20公

里的一级及以上等级公路交通机电工

程施工项目，或至少一项单项合同金额

不少于 1000万元的机电工程施工项

目（G107DY-7标适用），或至少一项

单项合同金额不少于 1000万元的道

路照明工程施工项目（G107DY-10、

G107DY-11标适用）”。

2.本项目的投标报名时间延长至

2018年 6月 12日 17时 30分。

3.本项目的投标保证金递交截止

时间及开标时间修改为2018年 7月 3

日上午9时。

原公告其他内容保持不变。涉及

招标文件相应内容的修改，详见补遗

修改通知书。

联系方式：

招标人：郑州市公路管理局

地址：郑州市航海西路28号

联系人：娄先生

联系方式：0371—68995128

招标代理机构：国信招标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 22

号国兴大厦11层

联系人：徐伟哲

电话：13720096219

电子邮箱：476982869@qq.com

2018年6月6日

国道107线郑州境东移(一期)改建工程附属工程
施工及施工监理招标变更公告

国信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受郑州市公路管理局的委托，就国道 107

线郑州境东移(一期)改建工程附属工程进行公开招标，已于 2018年 5月

29日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河南招标采购综合网、《河南日报》、郑州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郑州建设信息网、河南省电子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和

郑州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网上发布了招标公告，现对其中 G107DY-7、

G107DY-10、G107DY-11标段的相关内容作如下变更：

梁沟居民集中居住区风景如画。②49 本报资料图片

只有真正把群众的事情放在
心上，落在实处，老百姓才会
信任你，把你当成带头人。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