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生就是一幅画卷，在鲁山
我是过客但决不当看客，必
须扑下身子干出个样儿，让
这两年的挂职浓墨重彩！

□本报记者 张建新

“马县长带领我们制定的这套工作法，
既破解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不下去的难题，
又将真正干事的人从‘无限责任’的迷茫担
心中解脱了出来，简单实用，还接地气。”
10月 12日，提起鲁山县安全生产工作“六
个清单”工作制度，该县安监局局长贾建宏
高兴地说。

贾建宏所说的“马县长”，指的是省安监
局正处级监察员马天希。提起这位仅在鲁
山县挂职两年的县委常委、副县长，鲁山县
干部群众都伸大拇指。

2016年5月，马天希主动向组织报名到
鲁山挂职，协助分管安全生产、应急管理，牵
头负责生态认证、特色小镇等工作。“人生就
是一幅画卷，在鲁山我是过客但决不当看
客，必须扑下身子干出个样儿，让这两年的
挂职浓墨重彩！”上任的第一天起，他就暗暗
发誓。

作为矿山重点县和旅游重点县，鲁山
县各种事故易发多发，安全生产形势严峻。
到任后的两个多月时间里，马天希跑遍了全
县所有具有安全监管职能的部门、重点乡镇
和重点企业。经过深入调研，马天希发现，
许多基层干部普遍存在对“安全生产无限责

任”的模糊认识，对安全生产工作“不敢管”
“不会管”“不愿管”。为此，他结合自己20余
年从事安全生产工作的经验，制定了“六个
清单”工作制度，即权力责任清单、监管对象
清单、综合检查清单、工作计划清单、单项任
务清单、隐患治理清单，将“谁来管”“都管
谁”“如何管”等问题一一厘清。

依托“六个清单”工作制度，两年来，
鲁山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非煤
矿山、危化、烟花爆竹、地面企业等工矿商
贸领域实现“零死亡”，其他安全事故和人
身意外事故比两年前也明显下降，该县荣
获 2017年全省安全生产创新一等奖。

“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但鸟儿已
飞过；大地没有留下花朵的芬芳，但花儿已
开过……”这是今年5月挂职结束时，马天希
在日记里写下的话。③4

□本报记者 赵振杰

10月 17日，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中
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服务中心揭牌仪
式暨跨国公司河南行活动主活动之一——
融资租赁企业圆桌对接会上，与会嘉宾、企
业代表等一致认为，河南的经济发展态势、
持续提升的对外开放水平和自贸试验区建
设都为发展融资租赁业提供了绝佳机会。

河南省现有的内外资融资租赁公司代
表以及宇通集团、中铁工程装备集团、郑州
煤矿机械集团、中国一拖集团、中信重工、

卫华集团、森源集团、许继集团等河南省知
名企业代表出席此次圆桌会议。

据了解，我省目前共有外商投资融资
租赁企业 17家，企业注册资本金（实收资
本）8.76 亿美元，总资产 166.6 亿元人民
币；内资融资租赁试点企业共6家，企业注
册资本金（实收资本）合计 35.38亿元。河
南省融资租赁企业主要从事交通运输设
备、航空装备、工业装备、农林牧渔设备、通
用机械设备、医疗设备、节能环保设备等融
资租赁业务，主要采取直租、售后回租等经
营方式。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租赁业委员会
相关负责人直言，该协会正致力于在中西部
地区加大对融资租赁行业的支持力度，河南
是第一站。而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中国
（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服务中心挂牌成立，
将引进更多融资租赁企业到河南发展，相信
此举会促使相关行业市场主体大幅增加。

我省融资租赁业起点较低，覆盖面窄，
市场渗透率不足，但这也意味着有巨大的
发展潜力和发展空间。在河南着力打造内
陆开放高地、开放型经济保持强劲发展态
势的今天，融资租赁业发展正当时。③6

融资租赁业发展正逢其时

“我是过客，但决不当看客”

党旗别样红 中原更出彩

□本报记者 王绿扬

在洛阳市老城区南关贴廓巷，有一座古朴典雅的清代庭院，
这就是洛阳市重要的革命遗址——八路军驻洛办事处纪念馆。

10月 15日上午9点，来自西安的卫先生和家人一起步入馆
内，并在“抗战时期中共隐蔽战线的传奇”展板前驻足观看。“我是
一名共产党员，这次趁着来洛阳旅游的机会，专门带女儿来纪念
馆参观，让她了解党的历史，知道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建立了广
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巩固统一战线的成果，经与国民
党政府协商，我党在全国设立了8个办事处，其中在第一战区长
官部所在地——洛阳建立了八路军驻洛办事处。1938 年 10
月，时任中央军委统战部负责人刘向三率领50余名军事干部从
延安来到洛阳。当时，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不同意在洛阳设
办事处，经刘向三反复争取，程潜勉强同意在洛阳设立通讯
处。1940年 5月，通讯处正式改名为办事处。

“在八路军驻洛办事处存在的3年多时间里，建立了东到新
四军彭雪枫部、西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南到竹沟中原局、北到
八路军前方总部的通讯联络和交通运输线，掩护和转送了数以
千计的我党我军人员。”纪念馆馆长吕九卿介绍，办事处还开展
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为革命输送了大批进步青
年，运送了大量军用物资，是当时名副其实的“红色枢纽”。

在纪念馆南院中央，有一口水井格外引人注目。吕九卿
说，这口水井保留着那段珍贵的抗战记忆。

1942年 2月，国共两党关系恶化，洛阳形势日趋紧张。蒋
鼎文就任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后，令八路军驻洛办事处于
一个月内撤销，否则就强行改编。迫于压力，办事处工作人员
不得不集体撤离。临走时，工作人员把步枪、子弹等武器及部
分不便携带的物品藏进了后院的水井里。

1971年夏，洛阳大旱，当地居民挖井时在井底意外发现许
多抗战时期的文物。后经文物部门再次发掘，共从井底清理出
抗战文物120余件，其中“工合”“八路军驻洛办事处”“八路军驻
陕办事处”等10枚徽章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吕九卿说：“如今，纪念馆已成为河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国防教育基地、党史教育基地，每年都会吸引一批又一批的
党员群众来这里追寻红色记忆，接受革命教育。”③5

八路军驻洛办事处纪念馆：

统战前哨 红色枢纽
★永恒的印记——党的奋斗足迹在河南

据新华社北京 10月 17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17日在人民
大会堂会见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瓦伊诺。

习近平请瓦伊诺转达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
愿。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出席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期间，同
普京总统进行了很好的会晤。我同普京总统保持着密切交
往，对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发挥了很好的引
领作用。中俄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在当前世界形势
下，中俄双方要倍加珍视两国成熟、牢固的伙伴关系，毫不动
摇地深化各领域合作。双方要抓紧落实我同普京总统达成的
共识，深入推进两国在能源、创新等领域合作，加快“一带一
路”建设同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合作。要更加密切在国际事
务中的沟通协调。双方要设计好、筹划好下阶段两国高层交
往，推动新时代中俄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指出，中共中央办公厅同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合作机
制是我们双边交往的独特渠道，十分重要，也体现着中俄关系的
特殊性和重要性。我支持双方继续运行好这个机制。两个办公
厅要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合作共识，更好为两国关
系发展大局服务。

瓦伊诺首先转达了普京总统对习近平主席的友好问候和最
良好祝愿。瓦伊诺表示，普京总统高度评价同习近平主席在第
四届东方经济论坛期间的深入会谈，并期待着同习主席再次会
晤。俄中两国合作堪称当今世界国际关系的典范。俄罗斯总统
办公厅同中共中央办公厅合作机制这一独一无二的合作模式，
是俄中合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俄方愿进一步加强两办
合作，切实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三过草地心犹壮，一死高台志未移。”这副镌刻在杨克明
烈士墓碑上的挽联，是烈士生平事迹的写照。

杨克明，原名陶树臣，为开展革命工作化名洪涛、洪涛尔、
杨克明。1905年出生于四川省涪陵县（今属重庆市长寿区），
1925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进军川北。杨克明、王维舟领导川
东游击军配合红四方面军斗争，1933年 11月，川东游击军正式
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杨克明任军政治委员。

1934年后，杨克明任红四方面军补充师政治委员、独立师师
长，参加红四方面军长征。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后，红五军等部
队于1936年10月下旬奉命西渡黄河。杨克明与董振堂等率领部
队转战河西走廊，与国民党西北军阀进行了英勇艰苦的斗争。

1937年 1月 20日，在高台战斗中，红五军主力与超过自己
六七倍的敌人顽强作战。在弹药无援、兵员无补的情况下，杨
克明与董振堂等率领部队浴血奋战，坚守高台，终因寡不敌众，
壮烈牺牲，时年31岁。

董振堂、杨克明等血战高台牺牲的噩耗传到延安，党中央
和广大红军将士无不为之悲痛万分。毛泽东主席和中央领导
及延安民众在宝塔山下召开追悼大会，沉痛悼念董振堂、杨克
明等血战高台的红军战士。

如今，长寿区政府积极筹备修缮杨克明故居，传承发扬烈
士英勇无私的革命精神。 （据新华社重庆10月 17日电）

习近平会见俄罗斯
总统办公厅主任瓦伊诺

杨克明：

三过草地心犹壮，一死高台志未移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目前每周“去八回八”往返均衡开行

●2018年全年计划开行 700班

●前三季度共开行 512 班（273 班去

程，239 班回程），超过去年全年总

和，占中欧班列开行总量的三分之一

●中欧班列 (郑州)已形成境内境外

“1+N”枢纽和沿途多点集疏的格局

在境内，班列货源地已覆盖全国四分
之三的省份；在境外，班列网络已遍

布欧盟和俄罗斯及中亚地区 24 个

国家的 126个城市

中欧班列（郑州）

今冬明春

郑州市这5个区域
要披上“绿装”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10 月 16
日，郑州市人民政府召开新闻发布
会，宣布将利用今冬明春园林绿化的
有利时机，集中开展省会铁路沿线、
生态廊道、过境干线公路、高速互通
立交及出入口区域绿化及提升工
作。该市将通过高起点规划、高标准
建设，在 2019 年 4月 30 日前高质量
完成绿化工作任务，让这 5个区域披
上“绿装”。

这次绿化提升工作具体包括：完
成北至黄河南岸、西至绕城高速、南
至绕城高速、东至万三公路以外 1公
里处围合区域内的铁路（含高铁）沿
线绿线内的所有规划未绿化用地的
绿化及提升工作；完成全市“两环三
十一放射”包含的三环路、四环路和
三环、四环之间向外延伸的 31 条放
射道路生态廊道的绿化及连通提质
工作；完成市域内高速、国省主干道
两侧，重点是京港澳高速、连霍高速、
西南绕城高速、郑民高速、商登高速、
汝登高速、郑云高速两侧的绿化及提
升工作；完成高速互通立交及出入口
区域的绿化提升工作。

据介绍，此次绿化提升工作将
因地制宜、分类实施，在美化景观、
体现特色的基础上突出适地适树、
乡土优先的原则。同时，在总体谋
划、远近兼顾的基础上坚持区别对
待、有序推进，努力建成路在林中、
林在城中、绿不断线、景不断链的景
观系统，将城市绿地系统与城市外
围的山水林田湖草自然要素有机连
接，形成一个系统的城市绿色生态
体系。③8

本报讯（记者 王延辉）从无到有，从
有到优，中欧班列（郑州）一路驰骋，越跑
越快，“河南速度”“河南经验”叫响全国。
10月 16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在重庆组织
召开中欧班列建设现场会暨专题协调会，
作为中欧班列（郑州）主体运营单位，郑州
国际陆港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作典型发言，
介绍推广“河南经验”。

据介绍，中欧班列（郑州）目前每周
“去八回八”往返均衡开行，其中中欧班列
（郑州—汉堡）每周去程六班回程六班，中
欧班列（郑州—慕尼黑）每周去程二班回
程二班，2018年全年计划开行 700班，前
三季度共开行 512班（273班去程，239班
回程），超过去年全年总和，占中欧班列开

行总量的三分之一。
“中欧班列（郑州）总载货量、业务覆

盖范围、往返均衡对开等市场化综合运营
能力在中欧班列中处于领先地位。”郑州
国际陆港总经理赵文明自豪地说，中欧班
列(郑州)已形成境内境外“1+N”枢纽和沿
途多点集疏的格局。在境内，班列货源地
已覆盖全国四分之三的省份；在境外，班
列网络已遍布欧盟和俄罗斯及中亚地区
24个国家的126个城市。

在赵文明看来，中欧班列（郑州）之所
以领跑全国，主要在于郑州国际陆港不断
创新发展：注重科技创新，打造“数字班
列”，建立了班列运行信息交换机制，降低
运输成本、提高运输效率；发展多式联运，

全程“门到门”服务，以全方位服务而不是
以高额补贴低价揽客来吸引货源；着眼市
场化运营，拓展班列国际冷链等增值服
务，“运贸一体”发展。

记者了解到，着眼于持续保持领先地
位，打造中欧班列的样板线路，郑州国际陆
港计划近日陆续开通郑州至比利时（列日）
国际班列和郑州至越南（河内）的东盟线路
国际班列，并在今年内实现常态化往返开
行，构建班列线路网络体系。此外，创新机
制模式，全面建设“数字班列”，融入多式联
运国家示范工程项目建设，提高“一单制”
和“门到门”服务效能，进一步节省物流成
本，推进市场化，不断擦亮“河南名片”，助
推“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③6

“河南速度”领跑中欧班列
前三季度中欧班列（郑州）开行班次超去年全年总和

10月15日，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公司南阳工务段职工在检修隧道
设备，针对各类问题制定不同的方案，对症整治和维修养护，消除隧道
不安全因素，提高铁路运营安全保障系数。②43

上图：铁路职工在运送维修设备。
右图：正在检修隧道设备的铁路职工神情专注。

铁路隧道的“诊疗师”
□张中海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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