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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欣
本报通讯员 游振华

在革命老区新县陈店乡胡子
石村李家洼村民组，一处简朴的小
院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地人到此参
观、缅怀。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优
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
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
我党我军卓越的领导人——李德
生同志的故居。

“将军故居是后来重新修建
的，故居里没有一件将军使用过的
物品，也没有相应的配套设施。”1
月 8日，新县县委党史地方志研究
室副主任李正学告诉记者，老将军
知道当地重修故居后，还很生气。

三间青砖瓦房仿佛诉说着李
德生将军伟大光辉的一生。

李德生，1916年 4月出生在李
家洼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8岁时
就给地主家放牛，晚上住在牛棚
里。1928 年 6 月，中国工农红军
解放了他的家乡，李德生当上了
童子团团长，积极参加站岗放哨、
送信、带路等活动。1930年 2月，
李德生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开始
了戎马生涯。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
换新天”。李德生参加了土地革命
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英勇
顽强，不怕牺牲，无论多么危险、多
么困难，总是千方百计完成任务，
逐步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智勇

双全的将领。
1951年 3月，李德生参加抗美

援朝战争，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12军 35师师长、副军长、第一副军
长兼参谋长。李德生在朝鲜战场尤
其是上甘岭战役的出色指挥受到全
国瞩目，也给他的军事指挥生涯打
上了永不褪色的光辉印记。1954
年 4 月，李德生任陆军第 12 军军
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文化大革命”中，李德生率部
赴安徽省执行任务。1968年 4月
至 1973 年，历任安徽省军区司令
员、省革委会主任，南京军区副司
令员，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等职
务。1973年 12月至 1985年 6月，
任沈阳军区司令员。1985 年 11
月，调到新组建的国防大学任政治
委员、党委书记。

李德生曾任中央军委委员、中
共中央副主席、中顾委常委，是中
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
十、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1988 年
被授予上将军衔。

“阅遍沧桑话长短，红肥绿瘦
难相安，愿得人间多伯乐，同心征
战苦亦甜。”李德生晚年曾写过一
首诗，似是将军对他戎马一生、风
雨岁月的总结。2011年 5月 8日，
李德生将军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
逝世，享年96岁。

“在 8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将
军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民族独立、人
民解放、社会主义和军队现代化建
设及改革开放事业。他的革命精
神、崇高品德、光辉人格永远值得
我们学习和怀念。”李正学说。③6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截至去年
年底，我省全部深度贫困地区 913个村
和 2018 年计划退出的 33 个贫困县的
233个村，总计1146个村的饮水安全巩
固提升任务，已经全部完成。”1 月 10
日，在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2018年河
南省十二件重点民生实事落实情况”新
闻发布会上，省水利厅厅长孙运锋说。

据介绍，2018年，省政府把解决全
部深度贫困地区 913个村和 2018年计
划退出的33个贫困县的233个村，总计
1146个村的饮水安全巩固提升问题确
定为重点民生实事之一。按照省委、省
政府的部署，省水利厅与省扶贫办、省
委农办、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财政厅

等单位密切合作、共同推进，该项任务
已全部完成。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农村饮水安
全保障工作，2005年以来，把解决农村
饮水安全问题作为向全社会承诺要办
的民生工程或民生实事之一。经过“十
一五”“十二五”两个五年规划的实施，
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全省
共建成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20375处，农
村集中供水人口 6391 万人，占全省农
村供水人口的79%；分散式饮水工程供
水人口 1707万人，达到水质合格、水量
每人每天不少于30升、取水往返时间不
超过 20分钟、供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的农村饮水安全标准。

孙运锋介绍，我省为进一步提高农
村饮水安全集中供水率、自来水普及
率、供水保证率和水质达标率，根据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要求，按照重点巩
固提升贫困县、贫困村，适当兼顾非贫
困县、非贫困村的原则，在“十三五”期
间，计划筹集中央、省资金 31.83 亿元，
实施 3618个贫困村和深度贫困地区的
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任务，基本实现
贫困村集中供水全覆盖；市县筹资实施
7997 个非贫困村巩固提升工程，到
2020 年，农村居民集中供水率超过
90%，全面解决饮水安全问题。

2018年，全省共落实农村饮水安全
巩固提升项目资金 31.56 亿元，其中争

取中央资金 4亿元，省级财政安排资金
5亿元，市县整合落实资金 22.56亿元。
2018年重点民生实事农村饮水安全巩
固提升工程共涉及 62个县（市、区）的
1146个贫困村，受益总人口 152万人，
其中贫困人口35.8万人。

在1146个贫困村中，采取集中式供
水解决 1123 个村，建设集中供水工程
974处，新增消毒净化设备882处，为103
处千吨万人水厂配备了水质化验室，提升
水质保障水平；采取分散式供水解决19
个村，对分散供水措施进行了巩固提升，
水质、水量、方便程度达到饮水安全标准；
嵩县车村镇牛庄村等4个村，通过易地扶
贫搬迁解决了饮水安全问题。③5

李德生:从放牛娃到共和国上将
本报讯（记者 宋敏）行路难，曾是许

多贫困地区的共同特点；修路架桥，是这
些地方百姓脱贫致富的关键所在。1月
10日，在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2018年
河南省十二件重点民生实事落实情况”
第十场新闻发布会上，省交通运输厅副
厅长徐强介绍，2018年，河南共完成农
村公路新改建5900公里，超额完成了年
初承诺的5000公里的建设目标。

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省
交通运输厅与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
自然资源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扶贫办
等部门密切合作，持续推进“四好农村
路”建设。2014年以来，我省累计建设
农村公路 5.3 万公里；截至 2018 年年
底，全省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 23.1万公
里，位列全国第四。

“大动脉”要畅，“微循环”要通，我

省相继实施了一大批干线公路、农村公
路、危桥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2018
年，兰考县、新安县、南阳市宛城区、宁
陵县、范县、内乡县等6个县（区）被命名
为“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入选数量
全国第一；成功创建“四好农村路”省级
示范县 10个，总数达到 17个。2018年
我省拟退出的 33个贫困县提前实现行
政村通硬化路、通客车、通邮政的交通
运输脱贫目标。

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资金是保
障。据介绍，我省按照“县道县管、乡村
道乡村管”的原则，加大车购税资金支
持农村公路建设力度，用足用好燃油税
等资金，各市县充分用活各种金融政
策，整合涉农资金。同时，利用企业、个
人等社会捐助，通过出让公路冠名权、
广告权、路边资源开发权、绿化权等方

式筹集建设资金。2018年，河南农村公
路建设累计投资 112亿元，其中对贫困
地区农村公路建设投资达 75.3亿元，占
总投资的67.2%。

农村公路的通畅促进了客货运输的
发展，加速了人流、物流在城乡间的流
动。我省通过农村客运绕行、延伸和新开
农村客运环线等形式进行兜底保障，开通
赶集班、学生班等，解决了群众周期性出
行需求；在客流较少、开通班线较为困难
的地区，开通了电话预约班、车辆上门服
务。2018年，河南新增农村客车376辆，
延伸、调整、新增农村班线194条，新增通
客车行政村 761个，农村客运线路覆盖
100%的乡镇和98.9%的行政村。

路建好了，还要做好养护管理。我
省通过完善附属设施，将农村公路打造
成一道道亮丽的乡村风景线。在新安

县，围绕“交通+产业”“交通+现代农业”
“交通+旅游”，把农村公路打造成“特色
致富路”，打通了乡村振兴“出”与“进”
的“双向道”；潢川县“村村通客车”，每
人上车1元钱，全县80余万农民群众实
现了“出门水泥路，抬脚上公交”。

“2019年，我省将进一步改善农村
出行条件，全年计划新改建农村公路
5000公里以上。”徐强说，一是提升“建”
的质量，着力消除“断头路”“卡脖子路”，
解决“油返沙”“畅返不畅”问题；二是完
善“四个体系”（组织保障体系、资金保障
体系、技术指导体系、绩效考核体系），提
升“管”的能力；三是提升“护”的水平，助
推农村公路养护专业化、市场化；四是完
善服务网络，解决“运营”难题，打造以

“城乡公交+班线客运”为主、“预约班”为
补充的村村通客车“升级版”。③3

本报讯（记者 宋敏）“2018年，我省
共完成 13个贫困县、1235个深度贫困
村的电网改造升级，完成兰考等40个县
的 1300个行政村电网改造升级。”1月
10日，在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2018年
河南省十二件重点民生实事落实情况”
第八场新闻发布会上，国网河南省电力
公司副总经理陈红军公布的一组数据，
表明“加快贫困地区农村电网改造”这
件民生实事具体任务已全部完成。

经济发展，电力先行。精准推进贫
困县、贫困村电网改造升级，加快提升
我省贫困地区的供电能力，意义重大。
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省电力公司高
度重视、强力推动民生实事落实，为贫
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充足电力保

障。2018 年，我省共建成 220 千伏至
35千伏电网项目 27个，变电容量 74万
千伏安，线路 355千米；建成 10千伏及
以下电网项目 4586 个，新建改造线路
10812千米，安装配电变压器7963台。

随着 2018年贫困地区农村电网改
造的完成，全省贫困县（含4个深度贫困
县）、6492个贫困村和1235个深度贫困
村电网改造全面完成，顺利实现了省电
力公司提出的“贫困县电网改造整体进
度比脱贫计划提前一年、贫困村提前半
年完成”的“两提前”目标。

“我省贫困地区的供电能力由此实
现大幅提升。”陈红军引用数据说明，
2018 年 全 省 贫 困 县 电 量 同 比 增 长
14.7%，较全省电量平均增速高出6.4个

百分点；贫困村10千伏电网供电能力提
升到 2015 年年底的 2.64 倍，消除了用
电“低电压”和供电“卡脖子”问题。

供电质量的提升，带动了农村家用
电器消费增长，改善了农民生活条件。
我省百户农民家庭拥有空调、电热水器
等家电数量比农网改造前增长 60%以
上。全面实现村村通动力电，还满足了
贫困村、贫困户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扶贫
产业的用电需求。据省统计局地方经
济社会调查队调查，全省约 93.7%的农
村加工作坊使用动力电，其中65.2%（约
1.44 万个）是农网改造后开办的，实现
了7.2万名农户在家门口就业。

贫困地区农村电网改造点多线长
面广，如何保证工程进度和质量？据介

绍，在安排年度电网建设改造资金和项
目时，省电力公司向重点贫困地区倾
斜，加大扶持力度；在推进项目实施中，
强化管理，严格督查，确保进度和质量
可控在控；推广工厂化预制、机械化作
业等施工新模式，提升施工效率和工艺
质量；积极应对山区材料运输难、施工
难度大等挑战，克服重重困难，保证了
相关工程顺利推进。

下一步，我省将着眼于服务乡村振
兴战略和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需求，
持续推进农村电网建设，计划 2019 年
完成 3000 个行政村电网改造升级，满
足农村消费升级需求和省内“煤改电”
用户温暖过冬用电需要，让百姓共享发
展成果。③8

2018年河南省十二件重点民生实事落实情况之八

贫困地区供电质量大幅提升

2018年河南省十二件重点民生实事落实情况之九

1146个贫困村畅饮放心水

2018年河南省十二件重点民生实事落实情况之十

农村公路新改建任务超额完成

□本报记者 郭戈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风娇

1月9日，历时半年拍摄制作的
戏曲电影《姜子牙走淇河》在鹤壁首
映。坐在台下，从观众的角度重新
审视自己的心血结晶，该片主演、国
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
金不换既欣慰又感慨：“电影没有辜
负父老乡亲们的期待，也算是为农
村文化建设作了点贡献！”

作为豫剧牛派艺术传承人，金
不换是从鹤壁成长起来的文艺工作
者。金不换说他的根在乡村，始终
牵挂着十里八乡的众多“戏迷”，近
年来其主演的多部戏曲电影均在农
村院线巡回放映，累计观看人数逾
百万人。

“农村文化建设不仅肩负着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强有力思
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重
要使命，还要满足广大农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
需要，因此，加强文化建设意义重
大。”1月 10日，住鹤壁省十二届政
协委员宋新健告诉记者。

经过深入走访调研，她向省政
协十二届一次会议提交了名为《关
于我省农村文化建设工作的建议》
的提案，从“提高政府重视程度、加

强文化设施建设、加强设施规范管
理、广泛开展文化活动、培养文化
专业人才、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六
个方面提出具体措施意见，呼吁切
实将农村文化建设摆在重要位置，
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加大支
持保障力度。

宋新健的提案引起了省委农
办、省文化和旅游厅等部门的高度
重视。2018年12月下旬，我省正式
出台《河南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年）》，其中就加强农
村文化建设专门提出，要加强农村
思想道德建设、弘扬中原优秀乡村
文化、丰富乡村文化生活3项重点任
务。到2020年，实现农村综合性文
化服务中心建设村级全覆盖，全省
50%以上的行政村和80%以上的乡
镇达到县级以上文明村镇标准。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截至去年
年底，全省村（社区）综合文化中心
已建成逾 4万个，初步形成了省、
市、县、乡、村五级现代公共文化服
务网络。依托这些文化设施，各类
文化活动蓬勃开展，农村文化阵地
日益巩固。

“能为全省农村文化建设尽一
份力，我十分荣幸。”宋新健表示，对
于农村文化建设的美好未来，充满期
待。③5

开栏的话 两会上每一条建议、每一件提案，都服

务改革发展，聚焦民生关切。建议、提案的

办结，意味着一大批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的问题

得到了解决，也让代表委员与群众的心贴得更紧，与百姓

的距离更近。

2019年省两会召开在即，本报精选了一批去年省两

会上代表委员们提交的“金点子”，展现它们从提出到落

地、推动发展服务民生的“暖心过程”。③6

文化建设助力乡村振兴

赢得开门

本报讯（记者 李点）1 月 9日
至 10日，省工商联十二届三次执
委会议在郑州召开。会议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中共十九大精神、全
国工商联十二届二次执委会议精
神，审议通过了省工商联执委会工
作报告。省工商联主席梁静在会
上作工作报告。

会议指出，2019 年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是促进我
省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一年。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
委十届八次全会的安排部署，贯彻
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以
引导民营企业参与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参与打赢三大攻坚战、实现
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打造工作品
牌、开展有影响力的服务活动为重
点，引导民营企业家自觉做爱国敬
业、守法诚信、创业创新、回报社会
的典范，为谱写中原更加出彩新篇
章作出更大贡献。③6

省工商联十二届三次执委会议召开

1月 6日，中原油田文卫采油厂员工在卫306-32井铺设新型柔性输油管线。新年伊始，油田一线工人们以饱满热情投
入生产施工，力争实现油气生产开门红。⑨3 仝江 摄

建议提案办妥啦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郑伟伟 成安林）1 月 10 日，
随着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全球轮胎
研发中心项目、博爱三峡益众新能源有
限公司日产 120万立方米 LNG 液化工
厂二期项目的开工，焦作市2019年第一
批 115 个、总投资 208.7 亿元的重点项
目建设拉开序幕。

总投资 2.1亿元的风神轮胎股份有
限公司全球轮胎研发中心项目投产后，
将大幅提升原有产品品质，打造国际一
流、国内领先的轮胎智能制造工业 4.0
工厂。博爱三峡益众新能源有限公司
日产 120万立方米 LNG 液化工厂二期
项目，总投资 10.5亿元。项目建成投产
后将带动焦作分布式能源、绿色交通发
展，促进经济建设和缓解环境污染，为
实施“气化焦作”工程奠定坚实基础。

2018年，焦作市坚持以新发展理念
为引领，上项目，扩投资，强基础，全市重
点项目建设取得较好成效。截至 2018
年11月底，焦作市34个省重点项目完成
年度投资的128.3%。③5

焦作一批重点
项目集中开工
115个项目总投资208.7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