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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10月 25日，
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改革开放40年
来，我省万亩以上的引黄灌区从21处增
加到52处，有效灌溉面积从145万亩增
加到1360万亩，为我省农业生产尤其是
提高粮食产能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黄河水浇灌出来的原阳大米，晶莹
剔透，又黏又香。”10月 25日，原阳县祝
楼乡新城村党支部书记张海昌说，他家
今年水稻亩产超过1300斤。

浇灌张海昌家农田的黄河水，从人
民胜利渠引来，从一号跌水处流入新磁
河，就到了新城村。“原来这方圆四五里
就是一个大洼地，上世纪 70年代政府
组织引黄淤地，经过几十年改造，当年

的洼地如今变成了高产稳产的良田。”
57岁的张海昌回忆。

人民胜利渠如今覆盖了豫北新乡、焦
作、安阳三地11个县（市、区）57个乡镇。
人民胜利渠管理局局长李世军介绍，自
1952年开灌以来，累计引黄河水380多
亿立方米，实现社会效益400亿元。

我省最大的引黄灌区是赵口灌区。
该灌区始建于1970年，次年开灌，设计灌
溉面积587.1万亩，涵盖郑州、开封、许昌、
周口、商丘5地14个县（区）。“目前，已经
建成干渠56条、支渠144条、闸涵等建筑
物2310座。”省豫东水利工程管理局赵口
分局副局长李朝阳说，赵口灌区累计灌溉
6000万亩次，补源2000多万亩次。

2007年起，赵口灌区续建配套与节
水改造工程开始实施，二期工程已列入
国务院172项重大水利工程。

“一刷卡水就哗哗流出来了。”尉氏
县张市镇沈家村村民史晓梅说。沈家村
属于赵口灌区，实行的是引黄灌溉和井
灌双配套，和其他没有黄河水补源的乡
镇相比，张市镇地下水位高出30多米。

省水利厅相关负责人说，历史上黄
河下游河道不断改变，在党和政府的关
怀下，黄河变成了利民河，黄泛区变成
了黄灌区。尤其是改革开放这 40年，
我省引黄灌溉面积扩大了 1200 多万
亩，为筑牢中原粮仓、提高我省粮食产
能发挥了重要作用。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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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纲琳，1910年生于江苏省句容
市。1929年考入上海公学，并加入中
国左翼文学研究会，积极探求革命真
理。1931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
青年团，同年底转为中国共产党员。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郭纲琳
代表中国公学爱国学生参加上海学
联工作，夜以继日地发动群众，参加
战地服务团，支援前线抗战。同年4
月，根据党组织安排，她化名刘英到
上海美亚绸厂工作，号召女工为争
取自由解放而斗争。1933年春，郭
纲琳调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内部交
通，传送党的秘密文件和指示。

1934 年初郭纲琳调任上海闸
北区团委书记。同年 1月 12日，因
叛徒告密郭纲琳不幸被捕，被关押
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在漫长的牢狱

生涯中，郭纲琳始终保持着顽强的
斗志和乐观精神。除绣出的手绢和
枕套，她还把两枚铜板磨成心形，镌
刻上“健美”“永是勇士”的字样，表
达自己决不投降、永当无产阶级勇
士的坚定意志。

由于郭纲琳斗争坚决，敌人将
她作为重点惩处对象，对她施以皮
鞭抽、铁杠压等种种酷刑，都未能使
她屈服。1937年 7月，敌人把郭纲
琳押往雨花台刑场。她一路唱着
《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走向刑场。为了革命事业，郭纲琳
献出了年仅27岁的生命。

在郭纲琳的影响下，郭氏家族中
郭纲伦、郭纲钟、郭纲瑜等先后参加
革命，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贡献。

（据新华社南京10月26日电）

据新华社广州 10月 26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 25 日上午到南部战区视察调
研，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南部战
区全体指战员致以诚挚的问候。他强
调，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
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聚焦研究
打仗、指挥作战推进各项工作，加快建
设坚强高效的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
全面提升打赢能力，坚决完成党和人民
赋予的任务。

9时 15分许，习近平来到南部战区
某指挥所，实地了解战区联合作战指挥
体系构建运行情况。指挥大厅内，值班
人员正紧张有序地处理各类信息，习近平

在部分席位前驻足察看，询问有关情
况，同大家深入交流。习近平对战区联
合作战指挥能力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
给予肯定，勉励他们发扬改革创新精
神，持续深化实践探索，加快把指挥能
力搞过硬。

习近平对任务部队牵挂在心，他特
意同边海防一线指挥员进行了视频通
话。得知任务部队各项准备扎实有效，
广大官兵士气高昂，习近平很高兴。他
要求任务部队坚决贯彻党中央和中央
军委决策部署，密切关注局势变化，加
强分析研判，搞好军地协同，形成管边
控边强大合力，坚决维护边境稳定和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离开指挥所，习近平来到南部战区
机关，亲切接见驻广东部队副师职以上
领导干部，同大家合影留念。

随后，习近平听取了南部战区工作
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强
化使命担当，坚决破除和平积弊，集中
精力推进备战打仗工作。要充分考虑
各种复杂情况，完善各种应对预案。要
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加强指挥训练和
联合训练，加强检验性、对抗性训练，提
高练兵备战质量和水平。

习近平指出，要加快推进战区指挥
能力建设，履行好军委赋予的指挥权
责，完善指挥运行机制，确保指挥顺畅
高效。要加强作战需求牵引，抓好实战

化运用，提高指挥手段先进性、有效性
和自主可控水平。各级指挥员要带头
加强学习，加强军事斗争实践锻炼，大
兴战争和作战问题研究之风，增强打赢
现代战争实际本领。

习近平强调，战区党委要坚持党对
军队绝对领导，贯彻全面从严治党、全面
从严治军要求，确保对任务部队日常战
备和军事行动实行集中统一领导。要
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武装官兵，打牢
坚决听党指挥的思想根基，激发投身强
军事业的政治热忱。要适应新体制新
职能，加强战区机关各级党组织建设，增
强领导备战打仗、指挥完成任务能力。

郭纲琳：“永是勇士”的革命女战士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习近平在视察南部战区时强调

加快推进战区指挥能力建设
坚决完成担负的使命任务

□本报记者 陈更生 本报通讯员 杨旭东 摄影报道

“日暮霜风急，羽翮转难任。为有传书意，翩翩入上林。”关于候鸟
迁徙鸿雁南飞的情景，曾引来无数文人的诗词赞誉。今天，中原大地
候鸟迁徙的盛况，仍引得我们关注。秋末时节，在穿越河南境内的黄
河沿岸湿地、麦田以及蓝天白云下，一群群大雁、红隼、灰鹤，或地面觅
食或空中飞翔，一场关于生命的颂歌在美丽中原响彻云霄。⑨6

上图 在黄河湿地栖息觅食的鹬。 右图 黄河湿地飞翔的红隼。

鸿雁南飞
掠中原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26 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26 日在钓鱼台国
宾馆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日本
首相安倍晋三。

习近平欢迎安倍正式访华，赞
赏安倍近年来多次表明改善和发展
中日关系的积极意愿。习近平指
出，中日是近邻，两国利益高度交
融。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和有重要
影响的国家，中日关系长期健康稳
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
是本地区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今
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0周
年。1978年，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
结和平友好条约，以法律形式确定
了两国持久和平友好大方向，为双
方开展互利合作、谋求共同发展以
及妥善处理历史、台湾等敏感问题
提供了坚实遵循和保障。在双方共
同努力下，当前中日关系重回正常
轨道，重现积极势头。这值得双方
共同珍惜。双方要遵循中日四个政
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坚持和平
友好大方向，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
动中日关系在重回正轨基础上得到
新的发展。

习近平强调，新形势下，中日两
国在双边领域相互依存日趋加深，
在多边层面也拥有更加广泛多元的
共同利益和共同关切。双方要开展
更加深入的战略沟通，发挥好两国
多层次、多渠道的对话机制作用，准
确把握对方的发展和战略意图，切
实贯彻践行“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
成威胁”的政治共识，加强正面互
动，增进政治互信。要开展更高层
次的务实合作，充分释放合作潜
力。中国改革正在不断深化，开放

的大门将越开越大。这将为中国同
包括日本在内世界各国扩展合作提
供更多机遇。共建“一带一路”为中
日深化互利合作提供了新平台和试
验田。中方欢迎日方更加积极地参
与新时代中国发展进程，实现两国
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要开展更加
广泛的人文交流，增进相互理解，鼓
励两国各界特别是年轻一代踊跃投
身中日友好事业。要开展更加积极
的安全互动，构建建设性的双边安
全关系，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维护
地区和平稳定。要开展更加紧密的
国际合作，拓展共同利益，推动区域
经济一体化，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维护多边主义，坚持自由贸易，推动
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要重信守
诺，按照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双方
已达成的共识行事，建设性地处理
矛盾分歧，维护好中日关系健康发
展的政治基础。

安倍晋三表示，希望通过此访，
双方能够开启化竞争为协调的日中
关系新时代。日中应当按照互利合
作、互不构成威胁的精神，根据两国
间四个政治文件确认的共识推进双
边关系，并为国际和地区和平和维
护自由贸易作出贡献。日方欢迎和
支持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并
愿继续积极参与中国发展进程。日
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高层及各层
级交往，持续改善两国友好的民意
基础，妥善管控好双方分歧，推进日
中战略互惠关系深入发展，共同致
力于地区稳定与繁荣。“一带一路”
是有潜力的构想，日方愿同中方在
广泛领域加强合作，包括共同开拓
第三方市场。

习近平会见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自挂牌成立以来，国家税务总局济源
市税务局党委始终坚持“机构改革、服务
先行”工作理念，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
下大气力解决纳税人办税难点、堵点等问
题，机构改革带来的便利已经初步显现，
全局上下呈现出了新的风貌。

新机构：凝聚共识，共谱改革新篇
章。新机构挂牌成立后，济源市税务局
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局的决策部署，坚持
把加强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全过程，全力
确保改革平稳落地。内部运行高效有
序，外部业务无缝对接，办税资源进一步
整合，纳税人获得感进一步增强。顺利
实现 511项涉税事项“一窗通办”、登录

“河南省网上税务局”涉税业务“一网办
理”、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所有涉税
事项“一键咨询”，纳税人从此告别国税、
地税两头跑，不断刷新办税新体验。河
南省济源煤业有限公司九矿财务负责人
王伟谈起新机构带来的这些变化高兴地
说：“以前我们企业所得税归地税管辖，

增值税归国税管辖，现在两家合为一家
了，一个尺度、一个标准，再也不用‘两头
问’‘两头跑’‘两头报’了！”

新服务：推陈出新，便民服务更有
心。“新机构、新服务、新速度！”谈及最
近的办税体验，河南豫光冶金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的财务人员范艳平用了三个
词来概括。“互联网+税务”让服务更贴
心，根据企业特色以“私人定制”模式推
送个性化辅导提纲，通过税企微信群、
24小时自助办税终端、网上办税服务厅
等平台为纳税人提供多元化的服务；优
化服务举措让服务更热心，对符合条件
的企业实施“容缺受理”，建立“简事快
办、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绿色通道对不
同办税事项实行靶向服务，着力推进改
革，提供预约服务、延时服务、提醒服
务、上门服务等个性化“套餐”让纳税人

“最多跑一次”；涉税风险防范前置让服
务更真心，加强税收基础数据的采集挖
掘和分析应用，在全省率先建立全税种

风险评估模型套餐，充分发挥税收风险
管理的导向作用，帮助纳税人化解潜在
风险，提高依法纳税能力。

新形象：内外兼修，擦亮税务新品
牌。对内，以学助行、以学提效，启动为
期两个月的“夯基础、促融合”全员业务
培训，打通业务知识壁垒，全面提高素质
水平；开展“三牢记”主题实践活动，牢记

“为国聚财、为民收税”的税务工作初心，
持续提升聚合效应，有效激发税务团队
的整体活力。对外，该局党委委员深入
办税一线开展“跟随群众再跑一次”活
动，深入企业问计问需问难，进一步增强
纳税人和缴费人获得感；将落实税收优
惠政策层次再升级，从“马上就办”升级
为“提前介入、主动服务”，精准收集数
据、主动前置服务，根据企业情况有针对
性地入户宣传辅导，确保优惠政策应享
尽享、改革红利落到实处，为企业的发展
注入新动能，展现了新机构新作风，推动
税务工作开启新的篇章。 （汝路）

济源市税务局：立足新机构 优化新服务 彰显新形象新机构 新服务 新形象 河南税务助力中原更加出彩

自新机构成立以来，信阳市商务中
心区税务局有效发挥税务改革“1+1＞
2”的集成优势，以纳税人满意度为出发
点和落脚点，以优化税收营商环境为主
线，扎实开展“新机构、新服务、新形象”
提升服务建设专项活动，让广大纳税人
和缴费人真切感受到税收服务“最后一
公里”的新变化。

实地走访问需求。为彻底打通税企
服务“最后一公里”，解决纳税人的实际需
求，该局相关负责人带领部门工作人员对
辖区内的重点税源企业实施入户走访，问
需问计问策。全面了解企业经营情况，以
及对税收优惠政策的掌握程度和对税务机
关工作的满意程度。根据不同类型的企
业，精准实策，做好纳税辅导。建立走访台
账，对纳税人反映的问题和建议及时做好
登记和反馈，督促工作落实，及时总结工作
中遇到的问题和取得的经验，为夯实税源

管理基础提供智力支持和数据支撑，助力
信阳市商务中心区经济高速发展。

内外兼修优服务。为优化纳税服务
水平，该局内外兼修，打出“组合拳”。对
内，该局依托全市第一所智能化办税服务
厅，不断简化流程，推进“无接触、全天候、
智能化”的网上办税，让“数据多跑路、纳
税人少跑腿”。同时，根据纳税人需求，开
展导税台分流引导、填单区分类劝导、智
能办税区重点辅导。对外，该局将线上、
线下辅导相结合，按需施教，开展精准培
训，并利用电话咨询、微信互动等形式对
企业涉税难题及时解答。同时，为增强税
法辅导的长期性、针对性和实用性，该局
积极发挥纳税人学堂作用，进一步强化宣
传辅导全覆盖，自该局挂牌成立以来，先
后举办多期纳税人学堂，力求税收红利全
覆盖，切实提高纳税人税法遵从度。

完善制度严落实。新机构成立后，该

局第一时间制定新的办税服务厅管理办
法及制度，组织全体税务干部认真学习、
严格执行，以更新更好的标准服务纳税
人，严格落实首问责任制度、限时办结制
度、预约服务制度、延时服务制度、一次性
告知制度、领导值班制度，遇到突发事件，
及时启动应急预案，确保各项工作平稳推
进。同时，该局以问题为导向，采取多种措
施加强督查督办工作，进一步提高执行力，
促进各项工作顺利落实，并对工作中敷衍
塞责、推诿扯皮的不作为、慢作为及让纳税
人“多次跑”等行为，严肃执纪问责。

“纳税人的满意度是衡量改革成效
的一把标尺。”该局负责人李培升说：“商
务中心区税务局将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
便民措施，不断优化纳税服务，用实际行
动来践行‘改革越深入，服务越优化’的
理念，进一步增强纳税人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 （杨万君 梅豪 余思佳）

信阳市商务中心区税务局：新机构带来办税新变化

10月26日，光山县砖桥镇魏湾村鼎峰农业藏红花合作社社员正在收
获藏红花花丝。该合作社带动31户贫困户种植藏红花，户均年增收2.7万
元。⑨6 谢万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