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全球产业变革的演进，
制造业的分工协作正在成为
主流，合理承接产业转移已
经成为我省加快新旧动能转
换的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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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小时的报告会，像

一首直抵心灵的英雄赞歌，

让人们一次次泪流满面，也

让爱和信念的力量在心底进

一步升腾。

今年暑期，为深入开展“传承红色
基因，争做时代新人”主题教育活动，
由省关工委主办、大别山干部学院承
办的全省第二期“红星照耀我成长”夏
令营在将军故里信阳市新县举办。来
自郑州、信阳、安阳、焦作、许昌、商丘、
南阳七市 67名中小学生，利用一周的
时间，参观大别山老区革命旧址、听红
色故事、学唱红色歌曲、重走红军路、
体验红军生活……通过实地探访和切
身体会，他们增强了纪律意识和团结
精神，锤炼了应变能力和吃苦意识，传
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的思想入
脑入心。

这是我省积极开展“传承红色基
因，争做时代新人”主题教育活动的一
个缩影。省关工委自成立之日起，秉
承立德树人宗旨，把开展革命传统教
育作为主要任务之一。党的十八大以
来，广大“五老”在各级关工委的带领
下结合亲身经历、发挥自身优势，在青
少年中广泛开展党史国史教育，为青
少年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
育搭建重要平台。

强根固魂 开展红色教育

“红色基因就是要传承，中华民族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经历了多
少坎坷，创造了多少奇迹，要让后代牢

记，我们要不忘初心，永远不可迷失了
方向和道路。”全国两会期间党中央关
于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指示，在关工
委系统引起强烈反响。

3月 28 日，中国关工委在西柏坡
举行“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
主题教育活动启动仪式。为深入学习
贯彻党中央对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
指示精神，中国关工委要求各省市相
继开展“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
人”主题教育活动，引导青少年立志听
党话、跟党走。

4月 17 日，省关工委联合省委宣
传部、省文明办等部门在商城革命历
史纪念馆举行全省“传承红色基因，争
做时代新人”主题教育活动启动仪式，
这也是全国关工委系统主题教育活动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依托红色资
源，省关工委充分发挥广大“五老”在
弘扬革命传统方面的优势，联合有关
部门形成整体合力，共同营造传承红
色基因的良好社会氛围。

红色基因是什么？红色基因是党
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的伟大精
神的本质所在，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
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红色基因传
承着历史，其所蕴含的精神内涵和价
值追求，已经沉淀为当今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
特质，成为全党带领全国人民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

省关工委常务副主任、秘书长
张德广表示，红色基因教育是灵魂工

程、基础工程、生命工程。在青少年中
深入开展传承红色基因主题教育活
动，让青少年认清自己的“根”和“魂”，
从小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中华之崛起
而刻苦学习，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
践中放飞青春梦想，在为人民利益的
不懈奋斗中书写人生华章，这是各级
关工委组织和广大“五老”义不容辞的
政治责任和光荣使命。

厚植优势 培育时代新人

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
全省广大“五老”和各级关工委以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为契机，以“传承
红色基因”为主题，以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加强青少年
理想信念教育。

我省有革命时期的大别山精神、
太行精神、桐柏英雄精神，有社会主义
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的红旗渠精神、
焦裕禄精神、愚公移山精神、南水北调
精神，各地还有丰富的革命史和众多
的英模人物。广大“五老”和各级关工
委以这些红色资源为依托，通过组织
青少年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
读书征文活动等多种形式，推进红色
教育活动进学校、进家庭、进社区。

广大“五老”有的结合自身经历，为
青少年讲述英雄们的革命故事；有的深
入挖掘当地红色资源，为中小学校编写
党史国史教育读本和校本教材；还有的
把口述历史视频、微电影上传到网络新
媒体平台，形成红色教育基地。

省关工委启动中小学生“传承红色
基因，争做时代新人”征文大赛，激励青
少年抒写真情实感、弘扬红色传统；省
教育厅关工委开展红色经典诗词诵读
大赛，教育和引导广大青少年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永城市关工委组织青
少年聆听一次“五老”宣讲、阅读一本党
史国史书籍、参观一个革命遗迹、撰写
一篇学习体会、参加一次志愿服务“五
个一”活动；内黄县关工委举办青少年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揭牌暨党史国史报
告会，教育青少年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
生活，传承艰苦奋斗、实事求是、甘于奉
献的精神；登封市举行青少年教育基地
授牌仪式，引导青少年从历久弥新、永
放光芒的红色基因中找到正确的成长
路径，使优良传统和红色基因内化为精
神力量，外化为实际行动……

“我们要积极组织广大‘五老’和
青少年携手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引
导青少年正确了解党情国情省情，自
觉传承红色基因，树立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做勇于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省关工委有
关负责人表示。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国关工委的
总体部署，我省各级关工委积极开展“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主题教育活
动，通过红色巡讲、红色游学、红色诵读等方式，让广大青少年从红色传统、红色
文化、红色基因中吸收充足的营养、汲取前行的力量，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让红色基因注入血脉代代相传
——“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主题教育活动纪实

发挥“五老”优势 助力出彩中原

核心提示

□本报记者 周晓荷

“小时候我生病发烧，妈妈为了不
耽误上课，把我一个人放在诊所输
液。她摸着我的头说：‘晶晶，妈妈再
不走就要迟到了。你是妈妈的乖女
儿，在诊所等着妈妈来接你。’我哭着
抱住她的腿，不让离开。”一直红着眼
睛的代雨辰，讲起母女间的这段尘封
往事时，泣不成声。她心心念念的妈
妈，再也不会回来了。

全场观众的安慰、鼓励和敬仰交
织在一起，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这
是 10 月 30 日，在李芳同志先进事迹
报告会全省巡讲首场报告会上的动人

一幕。
从“毕业后愿意到边、偏、远、穷山

区任教”的坚定承诺，到牺牲自己保护
学生的本能选择，再到近 5000人自发
组成送行队伍……过往一幕幕在电子
屏上闪过，全场安静而肃穆。好党员、

好老师、好同事、好妈妈……5名报告
团成员的真挚讲述，让大家更进一步
认识了信念坚定、师德高尚、温柔质朴
的李芳。

李芳的学生彭婧袆不会忘记，像
妈妈一样的李芳，常给同学们讲四望
山的革命故事和大别山的红色历史。

“老师说，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千万不
能忘了家乡这片红色的土地。”

信阳广播电视台记者王淑君不会
忘记，被救学生家长“如果没有她，女
儿就不可能平平安安地站在我面前”
的喃喃重复。

李芳是我们身边的英雄，是红色
大别山哺育出的新时代英雄。两个小

时的报告会，像一首直抵心灵的英雄
赞歌，让人们一次次泪流满面，也让爱
和信念的力量在心底进一步升腾。

郑州西悦城第一小学教师张郝浩
说：“李芳老师用行动践行了共产党人
的庄严诺言，她用生命书写了一位人
民教师的职业荣光。”

省委高校工委专职副书记、省教
育厅党组副书记郑邦山说，李芳老师
是新时代出彩河南人的典型代表。省
教育厅将持续开展相关学习宣传活
动，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氛围。

李芳走了，但她的英雄赞歌，将继
续在中原大地传颂，激励千千万万河
南人为中原更加出彩不懈奋斗。③6

本报讯（记者 王绿扬）10 月 30
日，记者从省台办获悉，日前，省台
办、省发改委联合发布了《河南省促
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实施意
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出台了
60条惠台政策措施，明确将逐步为台
湾同胞在豫创业、就业、学习、生活提
供与河南居民同等待遇。

“《实施意见》以国台办‘31条惠
台措施’为根本，是河南版的惠台措
施。”省台办主任赵宏宇表示，在省
委、省政府的领导下，省台办、省发改
委会同 38个相关部门单位立足河南
实际，提出了 60条惠台政策措施，主
要涉及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就业创
业、学习生活等四个方面。

积极推动豫台经贸合作交流方
面有 33条具体措施，涉及加快给予
台资企业与河南企业同等待遇和发
展机遇，包括支持台资企业参与“三
区一群”国家战略平台建设，支持台
湾优势产业向我省转移并享受相关
优惠政策，支持台资企业牵头组建国
家级创新平台和省级创新平台等。

深化豫台文化交流方面有6条具
体措施，主要包括支持台湾同胞参与
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对台
湾图书进口业务建立“绿色”通道，放宽
台湾影视和图书等市场准入限制等。

为台湾同胞在豫实习、就业、创
业提供便利条件方面有 13条具体措
施，主要包括支持使用居住证注册河
南省科技计划项目账号，向台湾同胞
开放 134项职业资格考试，为台湾同
胞取得从业资格和在河南应聘提供
更多便利等。

方便台湾同胞在豫学习、生活方
面有 8条具体措施，主要包括明确在
豫台湾同胞在教育、医疗、劳动和住房
保障、参政议政等方面享受平等权利，
鼓励台湾同胞加入专业性社团组织和
行业协会、参与大陆基层工作等。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有关单位，
不断加强政策落实，研究制定更多惠
台政策举措，进一步深化两岸经济文
化交流合作，不断增进两岸同胞的亲
情和福祉，让河南成为台胞实现梦想
的热土。”赵宏宇说。③5

让河南成为台胞实现梦想的热土

我省出台60条惠台政策

直 抵 心 灵 的 英 雄 赞 歌
——李芳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全省巡讲首场报告会侧记

□本报记者 陈辉

10月 28日，在焦作中原内配和德
国 KS公司合作的中内凯思汽车新动
力系统车间内，来自德国的工程师正
在安装调试设备，这里正在加紧建设6
条智能化活塞生产线，投产后将实现
年产钢质活塞 180万只。随着汽车尾
气排放的“国六标准”即将实施，我国
汽车发动机技术将会发生颠覆性变
化，只有钢质活塞才能满足商用柴油
机的排放要求，市场潜力巨大。

“随着全球产业变革的演进，制造
业的分工协作正在成为主流，合理承接
产业转移已经成为我省加快新旧动能
转换的重要抓手。”省工信委负责人说，
我省近年来突出集群发展理念，以产业
集聚区为主要载体，以龙头带动、集群
引进、链式发展为主要方式，大力承接
国际国内产业转移，一大批特色鲜明的

产业集群和产业基地从无到有、发展壮
大，为经济发展蓄积了新动能。

全省各地分别发挥不同优势，集
群承接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中小
企业、高成长性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
产业。郑州市发挥汽车产业综合配套
优势，成功吸引上汽乘用车落户，为河

南带来了一座业内领先的互联网汽车
智能工厂。

我省还发挥土地、资金、用工、用
电、市场开拓等全方位保障效应，使转
移项目“引得来”“落得下”“生得根”

“育得成”，通过引进一个企业，继而带
动一个产业集群。蒙牛乳业入驻焦作
后，已从单独生产液体奶转向生产冰
淇淋、低温酸奶等三大系列，带动当地
奶牛存栏数比其入驻前翻了十倍以
上，上下游产业就业人数上万人。

2010年以来，河南省作为产业转
移系列对接活动主要承办单位，是最有
力的推进方，也是最大的受益方。全省
通过已举办的五届活动累计签订产业
转移项目2366个、签约总金额9670.44
亿元、实际利用省外资金4808.6亿元，
1355个承接项目建成投产，530个承接
项目投资建设，推动河南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年均增长12%以上，培育形成百

亿元以上产业集群 80个、千亿元以上
产业集群18个。大批承接转移项目落
地投产，带动项目周边地区配套产业蓬
勃兴起，产业转移已经成为河南工业增
长的主引擎、结构调整的加速器、转型
发展的主抓手。

当前，河南制造业正面临转型升
级、提质增效的爬坡阶段，推动制造业
开放合作迫在眉睫，本届产业转移活
动将聚焦新型材料、智能装备、绿色制
造、工业设计、军民融合、人工智能等
高端产业，同时对外发布 1000 余个、
总投资 9000 亿元的合作项目，希望
通过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促进更高
层次的产业合作，推动产业链、创新
链、资金链、服务链多元协同，构建更
具活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和更具竞争
力的产业体系，为全省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集聚新动能、注入新活力、塑造新
优势。③5

以承接产业转移加快高质量发展
——写在2018中国（郑州）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动举办之际

夕阳下，柘城的容湖格外迷人（10月29日摄）。近年来，柘城县着力建设生态宜居城市，坚持宜居和宜业相统一，打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丽家园。⑨3 张书珲 摄

短评

党建“担当”
让发展更有力量

10月30日，漯河源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科研人员正在进行产品研发。该
公司与中科院共建研发中心，引进科研人员，建成集低聚木糖及衍生物科研、检
测为一体的研发平台，技术水平达到国内领先。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薛世君

从软弱瘫痪村，到“基层党建红旗

村”；从世代种麦种豆到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代庄的发展历程，演绎着华丽蝶变的

乡村传奇。这背后的秘诀，就是其探索

建立的党建“一拖四”模式”——党员引

领、“以点带面”，通过党员精准帮扶这一

纽带，出新招办实事、闯新路求实效，厚

植“党建高质量”，将党建优势转化为经

济发展优势，把党建成果转化为经济发

展成果，有力诠释着“以党的建设高质量

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的生动内涵。这

其中的关键，就是党员自身素质要高，带

动能力要强，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拖”动、

引领作用，实现高质量发展。

进入新时代，基层党建如何密切结

合基层实际，做到精准发力，全面发挥

党的优势？代庄的做法启示我们，创新

服务方式，拓宽新的服务领域，提高服

务功能，建立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新机

制是关键。实践表明，党的工作重心需

要以群众的需求为出发点，在精准中提高

服务基层群众的水平，在建立务实管用的

工作机制上狠下功夫，基层党员干部才能

真正成为群众信赖的带头人。③4

(上接第一版）
过去4年，在党支部和党员的带

领下，世代只会种麦种豆的代庄人学
会了种植果树、养鱼种藕、栽培大棚
水果；成立合作社，180多户群众入
社。

“在代庄，我们是全员闯市场，懂
市场，土地自然会生金。”代玉建说，

“咱没本事让一亩地产 5万斤玉米，
但有本事让玉米卖上高价。”

一产上巧做文章，在三产上代庄
更是做大文章。

记者在村里看到，200多亩的鱼
塘四周，隆起高约10米、起伏连绵的
大土丘，土丘上，尽是盛开的鲜花和
平整的草坪。

作为兰考确定打造的40个最美
村庄之一，代庄挖了一条3公里长的
水渠，环绕全村，水渠里种上荷花，水
渠两侧种上樱花、垂柳。

今年 6月，代庄组织了“代庄要
振兴，我该怎么办”主题大讨论，群策
群力制定了代庄乡村振兴实施方案，
仅 2018 年的具体任务就细化到 24
项。

“代庄是充满希望的田野，我们
将做优一产，构筑现代农业发展平
台，做强二产，构筑农副产品加工平
台，做好三产，发展代庄田园水景景
区培育产业，实现一二三产融合，打
造全域性的田园综合体。”代玉建信
心满满地描绘着代庄的未来。③6

“党建抓得好，啥工作都好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