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今年国庆
长假期间，我省居民刷卡消费“不手
软”。10月 1日至 7日，刷卡消费金额
达586.44亿元，同比增长34.48%。

随着消费习惯的改变，出门带现金
的人越来越少。10月8日，记者从中国
银联河南分公司获悉，国庆长假期间，我
省居民使用ATM机取款金额27.25亿
元，同比减少了21.79%；POS机刷卡消
费 535.75亿元，同比增长了 42.96%。
更讲品质、更有个性正成为新趋势。刷
卡消费的场所主要集中在百货商场、超
市、加油站、宾馆、饭店等地点。

据中国银联河南分公司相关负
责人介绍，长假期间，无论是出游购
物还是集中采购，直接带动了商场消
费的交易笔数和金额增长。长假期
间，消费者刷卡购买百货类商品花去
137.01 亿元，同比增长了 90.56%，老
百姓消费能力持续增长。

这个假期，外出旅游依然是人们
的主流消费选择，我省居民用于旅游
的刷卡金额出现了井喷式增长，旅游
门票消费超过 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
长273.89%，居增幅首位；加油站消费
112.82亿元，同比增长239.02%；宾馆
消费 20.35亿元，同比增长 112.66%；
航 空 售 票 1.6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85.40%。“门票、自驾、宾馆、机票消费
大幅增长，也说明人们对出行的品质
要求更高了。”该负责人说。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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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丹，1903年 10月出生于
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金汤
镇。1924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
青年团。1925年春转为中国共产
党党员。同年冬受党指派入黄埔
军校第四期学习。1926年秋参加
北伐战争。

1927年刘志丹担任中共陕西
省委秘密交通工作。1928年 4月，
参与领导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
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同年秋，任
中共陕北特委军事委员会书记，在
陕甘边从事兵运工作。

1931 年 10月，刘志丹与谢子
长等组建西北反帝同盟军，任副总
指挥。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
甘边游击队，刘志丹任总指挥。此
后，相继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指挥部
副总指挥兼参谋长、红 26军 42师
师长、中共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
席、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935年9月，刘志丹任红15军
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参与指挥劳

山战役。后任北路军总指挥兼第
28军军长、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警备司令。他经常教育部队顾全大
局，绝对服从中共中央的领导和调
遣。周恩来说：“刘志丹同志对党忠
贞不贰，很谦虚，最守纪律，他是一
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党员。”

1936 年 4 月 14 日，刘志丹在
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不幸左胸中
弹，壮烈牺牲，年仅 33岁。为纪念
他，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
定将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

1942 年，毛泽东同志为刘志
丹题词：“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
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
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
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
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
磨灭的。”1943 年，党中央和陕甘
宁边区人民在志丹县为刘志丹举
行隆重的公葬典礼，毛泽东再次为
他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据新华社西安10月8日电）

吴焕先，1907 年出生于湖北
省黄安县紫云区四角曹门村（今河
南省新县箭厂河乡竹林村）。1923
年考入麻城乙种蚕业学校，开始接
受革命思想。1925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后回家乡组织农民协会，建
立农民武装。

1927 年 11月，吴焕先率紫云
区农民武装参加黄麻起义。后带
领部分武装在黄麻地区和光山县
南部坚持武装斗争，为开辟以柴山
保为中心的鄂豫边苏区创造了条
件。后任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土地
委员会主席、中共鄂豫皖特委委
员、黄安县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
第4军 12师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
军第25军 73师政治委员。参加了
鄂豫皖苏区历次反“围剿”。

1932 年 10月，红四方面军主
力离开苏区后，吴焕先任鄂东北游
击总司令部总司令，参与领导重建
第 25 军，任军长。在国民党军重

兵划区“清剿”、苏区大部丧失的严
峻形势下，指挥部队连续取得郭家
河、潘家河、杨泗寨等战斗的胜
利。1934年 4月，第 25、28军合编
为第25军后，吴焕先任政治委员。

1934 年 11 月奉中共中央指
示，吴焕先率部进行长征，战胜敌人
的围追堵截，进入陕西南部秦岭山
区，广泛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和
发展红军主力，开展游击战争，领导
开辟了鄂豫陕苏区，先后任中共鄂
豫陕省委副书记、代理书记。

1935年 8月 21日，红 25军在
甘肃泾川四坡村附近南渡汭河时遭
国民党军突然袭击。吴焕先在战斗
中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8岁。
随后，红25军在军长徐海东、政治委
员程子华率领下于9月与陕北红军
会师，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
力长征到达陕北后不久，毛泽东表
彰红25军为中国革命立下了大功。

（据新华社郑州10月2日电）

□本报记者 孟向东 吴曼迪
本报通讯员 陈新刚 祁瑞红

香油灯、煤油灯、晶体管收音机
……在方城县二郎庙镇田楼村，这些老
物件儿竟成了国庆长假期间人们争相
去参观的“宝贝”。

“这个假期这里累计接待了400余
人，不仅有村里的乡亲们，附近村里打
工回来的人们也赶着来看看。”10月 8
日，在田文运创办的民俗馆里，他正忙
着整理自己收集的宝贝。

民俗馆的展厅用的都是田文运自
家的房子，三排不同年代的建筑诉说着

时代的变迁。西边三间青砖灰瓦房建
于清朝，临路的红砖房是 1985年该村
规划排房时所建，东边上下两层的楼房
是2016年新建的。

“我们村里现在处处都是小洋楼，
红砖房都不多见了。”田文运说。

新建的楼房里被分门别类划分为
一个个展区，展出纺花车、织布机、称取
粮食的升斗等民俗实物200多件。

“三间瓦房透花脊，车子手表缝纫
机。我们那会儿谁要能嫁给这样的人
家，那真是美得很！”一位老人指着一台
缝纫机感慨地说：“现在闺女出嫁，男方
家里是楼房，电视冰箱空调洗衣机样样

俱全，还有小汽车呢！”
村民张长学看着上世纪六十年代

一幅写着“加速农业机械化的步伐，为
农业现代化而奋斗”的宣传画，深有感
触地说：“过去用镰刀收麦，用石磙碾
场，出的都是‘笨力’，现在用的是联合
收割机，省力又轻松。”

“我是1949年出生的，目睹了新中
国所走过的艰辛路程，我感觉自己有责
任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田文运说，从
2016 年开始，自己就萌生了创办民俗
馆的想法，经过两年努力，终于成功。
未来他将持续丰富展品，让人们留住悠
悠乡愁。③4

方城自办民俗馆成“新宠”

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为了
进一步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
学习与贯彻，人民出版社近日出版
发行双色修订对照版的《中国共产
党章程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合辑图书，以适应新形势下读者的
阅读需求，方便广大党员干部快速
准确地掌握修改章节及具体条款，
进而在对照学习中不断提高理论素
养和党性修养，促使党章成为根本
遵循、铁的纪律转化为日常习惯。

本报讯（记者 刘春香）10月 8日，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发布消息称，
经测算，全国省域旅游接待人次河南
居第三位。前十名分别是广东、江苏、
河南、四川、山东、河北、湖南、浙江、安
徽、陕西。

国庆黄金周，全国接待国内游客
7.26亿人次，同比增长9.43%；实现国
内旅游收入 5990.8 亿元，同比增长
9.04%。其中，河南游客接待量为
6186.6万人次。

分析认为，本省游客占各省接待
游客的半数以上，使得人口规模大、经
济发展好、出游意愿强的省域接待游
客量相对领先。

国庆长假给了人们深度自驾游的
机会，高德地图发布的《2018十一黄金
周国民出行报告》数据显示，河南是全
国自驾游热门区域之一。“十一”期间
热门的长途自驾线路（5天及以上）主
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主要出发或中
转城市集中在青海、湖北、贵州、山西、
河南、宁夏、云南等地。这些线路普遍
连接各地最具风土人情的自然和文化
遗产，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前往。③5

□本报记者 郭戈 本报通讯员 窦志飞

高山流水、幽谷深峡、特色小镇
……在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鹤壁
市鹤山区累计接待游客 71万人次，以
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五岩山为代表
的景区和乡村旅游点异常火爆。

因药王孙思邈晚年隐居于此，五岩
山自古以来久负盛名。由于气候宜人，
适合药材生长，如今该景区内种植中草
药材逾200种。

“虽然平时经营着中草药生意，但
‘十一’我确实是来旅游的，想看看药王
孙思邈晚年隐居地是什么样子，没想到
逛出了生意！”南阳游客石磊告诉记者，
因旅游而结缘，他与五岩山九头艾艾草
制品公司就艾草销售已达成合作意

向。九头艾艾草制品公司目前种植艾
草 2000余亩，已带动五岩山景区周边
的40余名困难群众实现脱贫增收。

这个例子，正是鹤山区不断提速旅
游业发展所产生的“化学反应”：精心打
造、日益完善的景区，不仅带来了客流、
现金流，还产生了良好的溢出效应——
扶持了产业，带动了就业，实现了脱贫。

在位于五岩山不远处的西部山区
内，总面积 35平方公里的传统村落群
日益受到游客青睐。其中，施家沟、黄
庙沟、西顶、东齐、王家辿、狐尾沟、张家
沟七个古村落因天然占据北斗七星方
位，又被称为“北斗七星”传统村落群，
依次打造了“太行驿站”“森林氧吧”“云
端西顶”“洹上东齐”“辿里人家”“吃货
部落”“伴山静居”七大特色主题。

而就在几年前，地处群山之中的西
顶村，还因交通不便，为群众出行难、农
产品运输难所困。“村里人出去一趟都
难，更别提吸引游客进来玩了！”西顶村
党支部书记李换英说。为了发展旅游、
改善生产生活条件，鹤山区在该村建成
了 5公里长的水泥路，又在村内铺设了
石板路，改善了居住环境，也为发展特
色旅游夯实了基础。

“乡亲们打下来的核桃、小米、花
椒，以前都是扛到山外卖，还卖不上
价。现在到村里来的游客一拨接一拨，
再也不愁卖了！”李换英笑着说。

曾经的偏僻小山村，如今的热门旅
游目的地。旅游业的发展正在带给鹤
山区实实在在的变化，将绿水青山逐步
转化为金山银山。③4

本报讯（记者 任国战 通讯员 张
龙飞）古朴的青铜器、气势恢宏的车马
坑……10月 7日，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安
阳殷墟，专程带着全家人来探寻殷商文
化的北京游客李先生赞叹：“我国几千
年文化，在这里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

国庆假期前夕，安阳市殷墟管理处
协助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对殷墟博物
馆进行局部改陈，并举办殷墟青铜器全
形拓展，精美纹饰直观展现，让游客对殷
商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大殿前记

者还看到，20多位志愿者身穿“商代”服
装，为游人演绎殷商文化情景剧。

截至10月 7日上午，殷墟国庆黄金
周期间共接待游客37300人次，同比增
长约 71%；实现旅游总收入 221.6 万
元，同比增长约47%。

殷墟“火爆”是安阳黄金周旅游市场
的一个缩影。国庆期间，安阳市立足本
地文化特色，精心策划“特色+”活动，自
然风光与民俗风情交融，传统活动与新
派体验共赏，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

旅游演艺、再现传统民俗成为该市
各大景区的“重头戏”。汤阴羑里城景
区推出“文王出禁”“武士迎宾”“时运大
转盘”等特色文化活动；岳飞纪念馆推出
了“岳家拳”“岳飞庙祭祀展演”等精彩体
验。红旗渠景区举办稻田艺术节，田园
风光异彩纷呈。

来自安阳市旅游局的统计数据显示，
国庆黄金周期间，全市共接待游客
262.36万人次，同比增长32.89%；旅游总
收入21.94亿元，同比增长37.21%。③9

□人民日报评论员

深入推进东北振兴，事关我国区域

发展总体战略的实现，事关我国新型工

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协

调发展，事关我国周边和东北亚地区的

安全稳定。

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着眼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实现东北

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明确提出了 6 个

方面的要求，也是重大工作部署，对于我

们推进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形成对国家

重大战略的坚强支撑，具有深远意义。

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全面深化

改革；以培育壮大新动能为重点，激发

创新驱动内生动力；科学统筹精准施

策，构建协调发展新格局；更好支持生

态建设和粮食生产，巩固提升绿色发展

优势；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建设

开放合作高地；更加关注补齐民生领域

短板，让人民群众共享东北振兴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科学把握形势，坚持问题

导向，确立了全面振兴东北的重点任

务，具有很强的科学性、指导性，是推进

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重要方法论，为

东北地区破解矛盾、扬长避短、发挥优

势指明了努力方向。

把握东北振兴的重点任务，就要把

深化改革摆在首要位置。东北地区发

展面临新的困难和问题，解决这些困难

和 问 题 归 根 结 底 还 要 靠 全 面 深 化 改

革。在这次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要“在谋划地区改革发展思路上下功

夫，在解决突出矛盾问题上下功夫，在激

发基层改革创新活力上下功夫”；强调要

“重点从有利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有利于加快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有利

于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有利于增强

人民群众获得感、有利于调动保护广大

干 部 群 众 积 极 性 等 方 面 完 善 改 革 思

路”。“三个下功夫”明确了深化改革的着

力点，“五个有利于”突出了完善改革思

路的总原则。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

求，坚定改革信心，做实改革举措，释放

改革活力，提高改革效能，就能为新时代

东北全面振兴提供强劲动力。

把握东北振兴的重点任务，就要把

新发展理念贯彻到各个方面。新发展

理念是指挥棒、红绿灯，是管全局、管根

本、管长远的导向。只有依靠创新把实

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积极扶持新兴

产业加快发展，才能激发创新驱动内生

动力；只有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形

成东北地区协同开放合力，深入推进东

北振兴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

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重大战

略的对接和交流合作，才能构建协调发

展新格局；只有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充分利用东北地区的独特资源和优势，

更好支持生态建设和粮食生产，才能巩

固提升绿色发展优势；只有深度融入共

建“一带一路”，加快落实辽宁自由贸易

试验区重点任务，完善重点边境口岸基

础设施，才能建设开放合作高地；只有

更加关注补齐民生领域短板，保障好城

乡生活困难人员基本生活，加大东北地

区公共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力度，才能

让人民群众共享东北振兴成果。

实现东北振兴，是历史赋予我们这

一代人义不容辞的使命。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东北振兴的一系列

决策部署，一以贯之、久久为功，东北地

区就一定能重塑环境、重振雄风，实现全

面振兴。 （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发挥优势，把握东北振兴重点任务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我省游客接待量
居全国第三位

国庆7天

我省居民刷卡
586亿元

传统文化火了安阳旅游

农家院变民宿 中草药销售搭上“顺风车”

鹤山区让旅游“点石成金”

《中国共产党章程 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修订对照版出版发行

鄂豫陕苏区创建人——吴焕先

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刘志丹

10月 8日，杞县葛岗镇农技人员在给农民讲解黄瓜的后秋管理技
术。该镇积极组织农业技术人员、包村干部深入各村进行帮扶，帮助农
民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⑨3 刘银忠 李世强 摄

10月7日，游客在新乡宝泉景区内游玩。国庆期间，大量游客来到宝泉景区赏秋景，欢度美好假期时光。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十一黄金周盘点

本报讯（记者 陈辉 实习生 周
晓文）10月8日，记者从省工信委获
悉，今年以来，我省加大智能制造支
持力度，开展多层次试点示范，先后
有 14个项目入选国家智能制造试
点示范项目、国家智能制造综合标
准化与新模式应用项目名单。

工信部最新公布了 2018年智
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名单，我省麦
斯克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的大规模
集成电路硅基底智能制造试点示
范、豫北转向系统（新乡）有限公司
的汽车转向系统智能制造试点示
范和焦作科瑞森重装股份有限公
司的散料输送装备智能制造试点
示范三个项目入选。此前，工信部
还进行了 2018年智能制造综合标

准化与新模式应用项目征集评审，
我省的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
司先进轨道交通盾构机智能工厂
等11个项目入选。

今年以来，我省积极以智能制
造为引领，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省政府出台了河南省智能制造
和工业互联网发展三年行动计
划。除积极争取国家试点示范外，
省级层面还开展了智能车间、智能
工厂建设，已收集智能车间申报材
料 175家、智能工厂 57家，将于近
期组织评审。各省辖市、省直管县
（市）参照国家和省级智能制造关
键要素条件，开展市级智能制造示
范，共遴选确定市级（含省直管县）
智能制造示范企业324家。③9

我省一批项目入选
国家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我省居民使用
ATM机取款金额

27.25亿元

我省居民使用
POS机刷卡消费

535.75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