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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
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
员 蔡丽）“太棒了！有了这科普大
屏幕，不出村就能找到专家面对面
学技术！”

12月 8日，全省科普信息化试
点县（市、区）建设工作现场会在潢
川县召开。在科协工作人员的帮助
下，潢川县白店乡罗大塘村村民张
传生在科普大屏幕上指指点点，很
快就找到了他想查的美国红枫种
植栽培新技术。

会议现场为潢川县等 17 个
“河南省科普信息化试点县（市、
区）”授牌。科普新天地大屏频道
同时启动开播，技术人员现场演
示了主会场罗大塘村与分会场肖
围村通过科普大屏现场连线直
播。

肖围村驻村第一书记陈晶晶

通过科普大屏告诉与会代表，前不
久，他们村举办了一场冬季花木移
栽管理专题培训，通过科普大屏直
播，周边卜塔集镇和魏岗乡的 20
多个村均可同步观看。

“群众点单，科普送‘餐’。”省
科协党组书记曹奎表示，科普信息
化工程播控系统能实现个性化的
定时、定向、定点播放，精准服务群
众需求，除了远程播控管理，还能
现场直播，共享资源。

2017 年，潢川县启动科普信
息化试点县建设，通过搭建科普信
息化播控平台、建设播放终端，有
效破解基层科普设施缺乏的“短
板”和科普“最后一公里”问题，让
科技借助信息化途径进村（社区）、
入户、到人。目前，潢川县已累计
安装科普大屏 104块，实现乡镇全
覆盖。③5

本报讯（记者 杨凌）南有杭州
“双 11”中国电商日，北有郑州“双
12”中国创客日。12月 7日，记者
从“双 12 创客日暨第四届中国创
客领袖大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第四届中国创客领袖大会将于 12
月 12 日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
行，来自全国的 1800 余位青年创
客代表将参加大会。

据“双12”中国创客日发起人、
中国创客领袖大会主席姜明介绍，
此次大会由天明集团主办，将以

“新时代 中国创客和中国未来”为
主题，举办主题论坛和金融论坛。

在“致敬 40 年 中国创客 创
想未来”主题论坛上，将邀请第一
财经原总编辑、秦朔朋友圈创始
人秦朔与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

主席田源、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
平、三全集团董事长陈泽民、优客
工场创始人毛大庆、世纪金源集
团董事长黄涛、云南鸿翔一心堂
药业集团董事长阮鸿献、UU跑腿
乔松涛等不同时代创客代表，通
过他们不同创业时代的经历，致
敬改革开放伟大时代，探讨中国
创业环境新变化，创想中国创新
创业新未来。

在金融论坛上，河南及全国金
融界的大咖将同台论道，探讨金融
资本如何更好服务双创发展。大
会还将揭晓 2018中国投资十大年
度人物、2018 中国创客十大年度
人物，并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共同举办中国郑州国际创客
城先导区揭牌仪式。③6

□本报记者 李若凡
本报通讯员 刘小江 贾慧娟

12 月 7日中午，初雪过后，新安县
青要山脚下的小沟村银装素裹，宁静祥
和。吃过午饭，贫困户裴海水来到位于
半山腰的冬桃园里，查看墒情。他满怀
激情地说：“这可是我家的‘银行’。明
年，我家还指望这些冬桃再打个大胜仗
哩！”

青要山镇小沟村位于新安县西北
部山区，条件落后，土地贫瘠。老裴今
年 65岁，以前他和其他村民一样，都是
土里刨食，致富无门。可最近这5年，老
裴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乡亲
们提起他，都会伸出大拇指。

2014年，老裴被定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帮扶工作队和村干部多次找我谈
心，说现在政策好，应该抓住机会脱贫
致富，我觉得他们说得对，要不真要穷
一辈子！”老裴觉得当了一辈子农民，脱
贫还得从农业入手。他听说冬桃上市
时市场上缺少应季水果，销路不错，决
定种冬桃试一试。

2015年，在村里的支持下，老裴到山
东学习考察后，试种了一亩冬桃。没想到
第二年就挂果，5元一斤的冬桃，很快就销
售一空。批发商还留下了预定电话，这让
老裴觉得自己选对了路子。

2017年，小沟村决定帮助老裴扩大
种植规模。在村干部的鼓励和帮助下，
老裴流转土地 140 亩种植冬桃。在外
打工的儿子也辞去工作回到家里，帮助
老裴管理果园。

老裴脱贫致富的历程，让村民们看
到了希望。村里因势利导，为贫困户申
请了到户增收项目，每户补贴 5000元，
发展冬桃种植。同时，村集体还购买了
1万棵树苗，免费发给群众。去年新种
的冬桃，今年挂果的有近 300 亩。这
300亩的种植户开始有了收入，收入万
元以上的就有五户。

60多岁的贫困户裴秀文一家没有
稳定收入，妻子患乳腺癌，他家去年种
植了 7亩冬桃，今年收入 2万余元。裴
秀文激动地说：“我一定努力管理好果
园，把日子过红火。”

目前，小沟村共种植冬桃 530 亩。
几乎家家户户种冬桃，小沟村成了名副
其实的“冬桃专业村”。

有了致富奔头，现在小沟村里大变
样，冬天猫冬晒暖、打牌聊天的“闲人”
少了，学种植、想致富的多了。今年 11
月初，村里组织50多名贫困群众到陕西
杨凌参加农博会，回来后村民们的干劲
更足了。村党支部书记裴海涛高兴地
说:“我们现在是典型引路，模范带动，
先富脑袋，再富口袋。今年我们计划让
贫困户全部脱贫，并且争取让我们村早
日成为‘富裕村’。”③6

立下凌云立下凌云 脱贫奔小康脱贫奔小康志志

花甲之年起跑 带领全村兴业

董天知，原名董亮，曾易名董旭
生，1911年生，河南荥阳县人。早年
参加进步学生运动，直接受党的著名
农民运动领导人彭湃的影响，参加革
命活动。1929 年，他考入北平宏达
学院，参加互济会、反帝大同盟等党
的外围组织。不久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任共青团北平市委组织干
事兼儿童局书记。1930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

1931年董天知被捕入“北平军人
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敌人施尽
种种酷刑。在政治诱降和死刑威胁面
前，他始终大义凛然，忠贞不屈。

1934年冬，狱中政治犯50余人，
为要求下镣、看报，举行绝食斗争。
组织上考虑到董天知长期卧病不起，
身体虚弱，决定不让他参加。他坚定
表示，“个人生命事小，政治影响事
大。”毅然参加绝食斗争。到斗争取
得胜利时，董天知已是奄奄一息。

1936年 9月，董天知经党组织营
救出狱，10月下旬被中共中央北方局
派往山西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

作。参与领导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
和建立山西新军的工作。1937 年 9
月在牺盟会第一届代表大会上当选
为执行委员和抗日救亡先锋总队总
队长。曾率山西各界慰问团到华北
前线慰问抗日的第 29军将士。同年
11月起先后任山西抗敌决死第 3总
队政治主任、第 3纵队政治部主任和
纵队军政委员会书记（后任政治委
员）、山西第 5行政区保安司令部政
治部主任。参与领导粉碎了反动军
官李冠军策动的军事叛乱，指挥部队
在晋南、晋东南配合八路军主力开展
抗日游击战争。同时，为把新军建设
成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做了大量艰
苦细致的工作。

1940 年整军后，董天知任八路
军 129 师决死第三纵队政治委员。
1940年 8月，董天知率部参加百团大
战时，在山西潞城王（郭庄）村战斗
中，为掩护部队突围，亲率警卫排奋
勇作战，因寡不敌众，28名官兵全部
壮烈殉国。董天知牺牲时年仅 29
岁。 （据新华社郑州12月9日电）

□本报记者 何可 本报通讯员 蒋士勋

董天知舍小家为大家、为了解放事业
牺牲一切的爱国情怀被董家后世一代代
传承和发扬光大，也激励着荥阳 69万群
众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荥阳
打造成一座好人之城、文明之城、爱心之
城、幸福之城。

早在3年前，荥阳市全面启动实施了
以传承革命传统、弘扬革命精神为基础
的“修身行善，明礼守法”全民行动，构建
政府主导、全民参与、典型带动等长效机
制，加快提升市民素养和城市文明程度，
进一步提升城市内涵和“气质”。通过开
展“立家规、传家训、育家风”活动，在全
市共征集包括董天知精神、良弼家风、秦
氏家训在内的优秀“家规家训家书”432
条，“我的家风”故事 625篇，涵盖家庭和
睦、邻里互助、勤俭持家等内容，引导群
众修身行善、文明传家。

在“修身行善，明礼守法”全民行动
中，荥阳市确立了公民素质提升工程、干
部尚德养廉工程等“十大工程”，引导党

员干部“修德”养廉，企业“修诚”立信，市
民“修习”正德，学生“修志”立强，推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逐步内化为人们的精
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为文明
城市创建提供力量源泉。

近年来，荥阳大地涌现出马英、李春
凤、王西广、谷殿明等 4位“中国好人”，
李春凤、王西广获评“河南省道德模
范”；高山镇高山村、高山镇冢岗村、崔
庙镇郑庄村、乔楼镇楚堂村等 4个村子
荣获“全国文明村”称号；荥阳市连续荣
膺河南十大爱心集体、中国慈善城市推
动者、中华慈善奖等。2018 年 2 月，荥
阳市被中央文明委命名为“全国文明城
市提名城市”。

光耀文明路，壮阔发展潮。以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为引领，荥阳，这座有着
2000 多年文明史的历史古城逐步向经
济发展潜力、活力、质量、水平，均居全
省 前 列 的 幸 福 之 城 迈 进 。 2015 年 、
2016年、2017年荥阳市连续 3年进入河
南省经济社会发展综合目标考核前三
名。③8

和专家面对面 不出村学技术

本报讯（记者 王映 通讯员
徐社军）记者12月 9日从清丰县委
宣传部获悉，该县 2019 年度党报
党刊发行任务已经全面完成。

清丰县把党报党刊发行工作
作为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
重要抓手，明确完成时限，落实责
任目标。该县专门成立了党报党
刊发行工作领导小组，宣传、纪
委、财政、邮政等部门协调联动，
落实订阅任务，强化经费支持，加
大督导力度。为提高工作效率、

转变工作作风，该县不再专门召
开会议，直接分解下发任务。对
发行进度坚持每日一汇总、每日
一通报，对率先完成的单位在全
县通报表扬，对行动迟缓的单位
一对一督促完成；将发行工作与
文明单位创建挂钩，动员各级文
明单位、文明乡镇率先完成发行
任务；大力倡导非公有制经济组
织、社会组织和个人征订党报党
刊 ，确 保 党 的 声 音 传 到 各 个 角
落。③6

确保党报发行持续稳定

清丰县完成党报党刊发行任务

第四届中国创客领袖大会将于12日在郑举行

董天知：抗日壮士 英气冲天

家国情怀铸就文明荥阳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12月6日~8日，“2018
中国食品产业发展年会暨
万商领袖大会”在郑州国
际会展中心举行，来自全
国近 4万家经销商和上千
家企业代表参会。本次大
会旨在为广大厂商建立沟
通交流平台。会议期间，经
济学家、企业领袖、大商代
表等共商行业发展方向，
分享最新、最前沿的业界
理念，并举办了中国糖酒
食品行业的展览。⑨3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1800余位青年创客代表将参会

□本报记者 宋敏

“小雪封山，大雪封河。”伴随气温
持续走低，我省居民取暖用电量快速增
长，河南电网也进入“迎峰度冬”关键
期。

今冬我省的供电形势如何？影响
电网可靠供电的因素有哪些？如何保
障“煤改电”用户温暖过冬？12月 6日，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召开的媒体通气
会上，有关负责人进行了解答。

豫南地区存在供电缺口

据介绍，今年度冬期间，受农配网
投资带来负荷释放、清洁取暖负荷增长
等因素影响，我省电网负荷及电量仍将
保持较快增长态势。预计极寒天气下，
省网最高用电负荷达 5800 万千瓦，较
去年同期（5173万千瓦）增长12.1%，其
中冬季取暖负荷达到1850万千瓦。

供电方面，综合风光发电能力、长
期停运、非计划停运、供热及机组缺陷
等因素，省网统调机组可调出 5190 万
千瓦，吸收外来电550万千瓦，预留200
万千瓦备用容量，度冬期间电网最大供
电能力 5540 万千瓦，省网存在供电缺
口260万千瓦，主要集中在豫南地区。

郑州电网整体运行平稳。预计冬
季电网最大负荷将出现在 1月中下旬，
最大负荷将达到 920万千瓦，其中市区
最大负荷 485 万千瓦，分别同比增长
11.8%、9.5%。在地区内统调电厂全开
机方式下，电网整体供电能力 1020 万
千瓦，盈余 100 万千瓦，整体满足用电
负荷需求。

电网线路和设备重载运行

“今年冬季，全省供电延续度夏以
来的紧张态势。”省电力公司新闻发言
人张毅明分析，其中，豫中东地区备用

不足，豫南地区供电缺口由个别地区向
大范围区域延伸，500千伏豫西北外送、
豫中—豫南输电通道长期重载运行，安
全运行压力较大。据了解，这将随着青
豫直流工程及一系列配套特高压工程
的建设投运得到有效缓解。

近年来，我省城乡配网建设改造力
度逐年增大，但随着居民生活用电需求
的不断攀升，城市郊区及县域配网局部
区域供电能力仍有不足，配电线路和配
变重过载问题存在。在周口、商丘、驻
马店、信阳、南阳等地区，春节期间，由
于人员集中返乡和农村电采暖的大量
应用，负荷重心向农村配网转移，这些
地区负荷高峰时将面临挑战。

多举措保障“抢修不过夜”

2018年，我省共实施“煤改电”清洁
供暖 116.8万户，涉及 7020个村庄和小
区，供暖面积共计5071万平方米。

为保障我省“煤改电”用户安全可
靠温暖过冬，省电力公司安排专项资
金，共新建改造线路 5505千米，新增配
变容量 339万千伏安，目前工程已全部
竣工投产。度冬来临前，全省全面开展

“煤改电”配网设备隐患排查治理，缺陷
已100%治理完毕。入冬以来，电力部门
每日对全省近 8.4万台“煤改电”变压器
进行实时监测，发现重过载、低电压和三
相不平衡等异常运行信息及时处理。

河南电网将持续完善抢修站点网
格化建设，全省 4241支、3.65万名三级
抢修梯队人员、5274个抢修站点、3190
台抢修车辆随时待命，做到“抢修不过
夜”。同时，积极引导企业错峰、避峰生
产，把城乡居民生活、医院、学校、煤矿
生产、天然气供应和西气东输加压站、
电气化铁路等重点单位、重要场所用电
列入必须确保的基础负荷，供暖期间原
则上不安排“煤改电”相关配电设备停
电检修。③9

我省电网进入“迎峰度冬”关键期

开展电力“体检”保障温暖过冬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12月 5
日，“豫货通天下”首个生产基地
授牌仪式在淇县举行。当天，河
南省电子商务协会授予河南米立
方食品有限公司“豫货通天下”生
产基地称号。山药小麻花、山药
小米锅巴等富有河南特色的网红
食品将成为首批“豫货通天下”特
色产品。

河南省电子商务协会秘书长
张苏丰表示，生产基地的落成将助
力“豫货通天下”品牌化、规模化、
持续化运作，构建产业闭环。

为实现“中原优质产品通全
球，河南特产文化扬天下”，我省于
2013 年开始大力推动“豫货通天
下”电子商务专项活动。“豫货通天
下”成为河南省优质产品的社会
化、区域化品牌，河南省优质产品

的专属标识。截至目前，省政府已
先后 18次把“豫货通天下”写入全
省电子商务发展规划，以提升电子
商务产品质量，打造“豫货通天下”
品牌。

据介绍，“豫货通天下”的项目
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为河南特色产
品项目，通过在河南省内选择好的
产品，通过线上线下等渠道，把河
南省的优质产品卖出去；第二类是
通过为成千上万家线下商户提供
新零售服务，分析商户的线上线下
销售大数据，为产品经营提供决策
依据，打开销售渠道。

张苏丰表示，通过提供区域品
牌、新零售软硬件技术、线上线下
全渠道等完善的新零售服务，助力
企业实现产品升级、品牌提升，最
终实现豫货通天下。③6

“豫货通天下”首个生产基地授牌
山药网红食品成为首批特色产品

12月 6日，开封市祥符区公安局兴隆派出所举行监控开放日活动，
民警向群众讲解利用监控视频侦破的实际案件，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和满意度。⑨6 谭豫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