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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

“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

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

任务，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在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民族复兴伟业，以深沉

的忧患意识，高远的战略视野，就防范化

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

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重大风险作出深刻

分析、提出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对国

内外环境深刻变化的敏锐洞察，对各类风

险挑战的准确把握，为全党同志居安思

危、未雨绸缪上了深刻一课。

“ 不 忽 视 一 个 风 险 ，不 放 过 一 个 隐

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持底线思维，坚持稳中求进，

有效防范、管理、处理各种风险，有力应对、

处置、化解各种挑战，驾驭中国航船劈波斩

浪、行稳致远。当前，我国形势总体上是好

的，党中央领导坚强有力，全党“四个意

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显著增强，意

识形态领域态势积极健康向上，经济保持

着稳中求进的态势，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

德、斗志昂扬，社会大局保持稳定。越是这

个时候我们越要认识到，“居安而念危，则

终不危；操治而虑乱，则终不乱”。只有坚

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

力，切实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各项工作，

才能在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更大奇迹。

切实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就

要强化风险意识。必须清醒看到，站在新

的历史起点上，我国发展既面临重大历史

机遇，也面临不少风险挑战。有外部风险，

也有内部风险，有一般风险，也有重大风

险。可以说，前进道路并不平坦，诸多矛盾

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挑战依然严峻复

杂。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要认真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

密联系外部环境深刻变化和国内改革发展

稳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充分认识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

步增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政治自觉和责

任担当，切实做好应对任何风险挑战的思想

准备和各项工作，坚定信心，负起责任，把自

己职责范围内的风险防控好，努力将矛盾消

解于未然，将风险化解于无形。

切实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就

要提高风险化解能力。防范化解风险能

力，实质上就是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决贯彻

总体国家安全观，落实党中央关于维护政

治安全的各项要求，确保我国政治安全。

要持续巩固壮大主流舆论强势，落实意识

形态责任制，创新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和形

式。面对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既

要保持战略定力，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沿着

正确方向前进；又要增强忧患意识，未雨绸

缪，精准研判、妥善应对经济领域可能出现

的重大风险。面对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的任

务，我们要切实落实保安全、护稳定各项措

施，下大气力解决好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

题，不断增加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面对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增多，我

们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

件大事，既聚焦重点、又统揽全局，有效防

范各类风险连锁联动，为我国改革发展稳

定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按照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的要求，将防范风险的先手，

与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结合起来；

将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与

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结

合起来，我们就一定能不断提高化解风险

能力，从容应对各种挑战，保持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推动中国航船

向着民族复兴的目标破浪前行。

（新华社北京1月22日电）

□本报记者 郭戈 本报通讯员 左易和

“泥咕咕，泥咕咕，俺家有一群泥咕
咕……”1月 21日上午，阵阵歌声在浚县
伾山街道杨玘屯村内回荡，一年一度的
杨玘屯泥塑大赛在这里火热进行。

上届大赛的一等奖得主李卫雪今年
被安排在第二组中。只见她熟练地将泥
巴捏成圆滚滚的柱形，拿起竹签扎出两个

“鼻孔”，又不慌不忙按下几排褶子，并用
竹签勾出祥云和福袋的花纹……半个小
时过后，李卫雪的参赛作品——一只憨态
可掬的泥塑小猪大功告成。

因能用嘴吹出“咕咕”的响声，浚县
手艺人捏制的泥塑被冠以“泥咕咕”之名
达上千年之久。2006年，“泥咕咕”入选

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此
后，来自海内外的订单纷至沓来，沉寂千
年的“老古董”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其发
源地杨玘屯村亦热闹起来，逾 300 个泥
塑作坊生意火爆，年销售额达 2600余万
元。

“当前，泥咕咕正在成为鹤壁乃至全
省知名的文化旅游名片。”鹤壁市文化广
电和旅游局局长张涛表示，举办杨玘屯
泥塑大赛不仅是落实《中国传统工艺振
兴计划》的具体行动，也有利于宣传和巩
固鹤壁市非遗保护阶段性成果。

临近中午，本次大赛宣告结束。经过
评选，李卫雪的“憨猪”获得了特等奖。李
卫雪表示：“我会继续努力学习，明年大赛
带来更好的作品!”③4

本报讯（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媒
体记者 杨之甜 通讯员 李晓伟）1 月 22
日上午 10 点，一场为期三天的汤阴县
2019年“兴文化迎新春·倡‘五风’送祝福”
义写春联活动在白营镇大付庄村启动，活
动同时在汤阴县10个乡镇展开。

听说有书法家到村里为大家义写春
联，村民们奔走相告，不多时就把现场围了
个水泄不通。在大付庄村村委会大院里，
50余张桌子排成方阵，书法家在桌前挥毫
泼墨，笔走龙蛇。不一会儿，一副副寓意吉
祥的春联和一张张福字出炉。

此次义写春联活动是汤阴县 2019年
“精忠报国·厚德传家”系列文化活动之一，
每个乡镇都组建了义写春联分队，或指导
各行政村组建小分队，号召书法骨干带头，
书法爱好者、乡贤、村贤、帮扶责任人积极
参与。同时，县各级文明单位、工会组织、
各帮扶单位到分包村协助开展写春联、送
春联活动。

“瞧这一个个福字写得多么有气势，来
年日子一定红红火火！”大付庄村村民王莲
娣说。

当天的义写春联活动持续到傍晚，仅
在大付庄村书法家就为村民义写春联
1500余副。据不完全统计，活动首日，全
县 10 个乡镇，书法家共义写春联一万余
副。③3

本报讯（记者 杨凌）智利时间1月19日上午，100台中国宇
通 E12纯电动客车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完成向当地公交运营
商的交付。至此，宇通客车在智利的总保有量已达到872台，整
体销量领跑中国客车品牌。

据宇通客车海外营销副总经理常浩介绍，这批电动客车可
实现300公里续航，2.5小时即可实现满电快充，“从环保层面来
看，这批纯电动客车每年将会为智利减少碳排放 9700多吨，具
有非常可观的生态环保效益。”

当天上午，智利交通与通讯部部长Gloria Hutt登上了宇
通E12纯电动客车体验乘坐，并对其环保性赞不绝口：“宇通纯
电动客车不仅有助于改善智利的空气质量，同时能为民众提供
更好的乘坐体验。”

据了解，目前，宇通新能源产品覆盖6至 18米全系列车型，
已在300多个城市成功推广，新能源客车年销量达26000多台，
累计销量超 11万台，位居全球第一。在拉美区域，宇通客车累
计保有量达21295台，是拉美市场第一大中国客车品牌。③5

本报讯（记者 栾姗）1月 22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省发展改革委等
单位联合发布了全省诚信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情况，2018年河
南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已归集各类信用数据29亿条，同比增长
9倍。

近年来，我省坚持技术持续创新、数据不断丰富、应用迭代
深化，在“1+18+10”的基础上，即“1个省级信用平台+18个省
辖市信用平台+10个省直管县（市）信用平台”，通过实施“六个
一体化”建设，即“一体化网络支撑、一体化数据共享、一体化查
询、一体化联合奖惩、一体化安全保障、一体化标准规范”，以惠
民便企为主线，以创新开发信用大数据应用为突破口，打好“组
合拳”，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

截至2018年12月底，河南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向国家信用
信息共享平台共享数据18亿条，向各级各部门累计共享失信被执
行人、重大税务违法案件等各类信用信息9亿条。“信用河南”网站
已公开信用信息1.8亿条，“一站式”信用核查1.3亿次，日点击量最
高突破90万次，成为全省公共信用信息公开共享的总窗口。

发布会上还公布了2018年下半年我省诚信建设守信“红名
单”和失信“黑名单”，详细公示名单可登录“信用河南”（www.
xyhn.gov.cn）网站查询。③5

在河北冀中烈士陵园纪念馆内，坐落着一尊由我国著名雕塑
大师刘开渠亲手雕塑的大理石名人像——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司
令员常德善。他牺牲于冀中最残酷的“五一大扫荡”抗日战场上。

常德善，1910年出生，山东峄县人，早年参加西北军。1929
年，率西北军一个班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同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历任红军营长、团长等职。在长征中抢渡金沙江时，常德
善率领部队与敌人昼夜血战，掩护主力胜利渡江，立下战功。长
征到陕北后，常德善任红军第二方面军第二军六师参谋长。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9月初，常德善任八路军第120师
挺进支队队长，率部向华北抗日前线挺进。1938年随部开赴晋
西北抗日前线，同年底挺进冀中地区。1939年秋，常德善任冀
中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1940年 6月，晋察冀军区所辖各军
区统一编序，冀中军区第三军分区改为第八军分区，常德善任第
八军分区司令员。

1942年春，日伪军5万余人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
常德善率领冀中第八军分区部队巧妙与敌周旋，不断打击敌人。

1942年 6月 8日拂晓，第八军分区部队到达河间肃宁公路
南的薛村宿营。肃宁、献县、饶阳之敌蜂拥而至薛村，与常德善
等人率领的部队相遇。激战中常德善身负重伤，壮烈牺牲。

1952年，常德善遗骨于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安葬。1962
年10月，河北省军区为其建立纪念碑，贺龙元帅亲自撰写碑文，赞
誉常德善“功勋卓著，业绩永存”。

如今在枣庄市驿城区，当地政府自2009年开始建起了榴园
塔山烈士陵园、阴平烈士陵园和峨山军魂园三处烈士陵园，以褒
扬先烈，教育后人。每年清明节、烈士纪念日，烈士陵园内会开
展公祭烈士活动，让市民表达对革命烈士无限的怀念和敬仰，寄
托哀思，铭记革命先烈英雄事迹。 （据新华社济南1月22日电）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
本报通讯员 何涛 李向前

近年来，洛阳市吉利区人民法院
积极探索、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基
层法院新模式，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
导向相结合，转变观念、搭建平台、警
力下沉，深入推进司法体制综合配套
改革，逐渐走出了一条“诉访对接、协
调联动、多元化解”的矛盾纠纷排查化
解新途径。

转变思想观念，明晰工
作思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
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
政府负责、社会协同、法治保障的社
会治理体制。”吉利区法院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法
思想为指导，自觉把创新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融入日常审判工作之中，
努力实现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之间的
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切实做到把矛
盾纠纷化解在源头、化解在诉前、化
解在基层。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建
立了“1+2+3+4”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工作模式。“1”即依托区矛盾纠纷调
处中心，“2”即在法院内部设立诉调
对接中心和家事调解中心，“3”即依
托三个审判团队，“4”即将矛盾纠纷
多元化解工作辐射至全区西霞院、康
乐、吉利和河阳 4个街道，实现地域全
覆盖。此模式的有效运行全面提升
了社会矛盾纠纷防控化解能力，满足
了人民群众多元司法需求和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

搭建化解平台，全力定
纷止争

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迫切
需要司法的深度介入。区法院为做好
诉前纠纷调处工作，成立了吉利区诉调
对接中心，出台了《关于适用小额诉讼
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实施细则》《关于
诉前调解的若干意见》等系列文件，将
调解融入诉讼全过程，严格落实“当判
则判、能调尽调，调判结合、案结事了”
的原则，对争议标的不大、有调解可能
的案件在诉前采取委托调解、上门调
解、圆桌调解等方式，把矛盾纠纷解决
在诉前，有效降低司法成本减轻当事人
诉累。加强对街道、村（社区）专兼职人
民调解员的培训，进一步提高其调解技
能和水平，保障和促进“小事不出村，大

事不出街道，矛盾不上交”。2018年以
来，吉利区法院诉调对接暨家事调解中
心共受理各类案件 466件，成功调处
190件（其中，婚姻家庭案件85件），调
成率达 40.77%，诉调对接中心主任席
粉红同志被评为“洛阳市金牌调解员”。

全面警力下沉，服务基
层群众

吉利区法院坚持司法为民，扎实
开展干警下基层服务群众活动，建立
了村（社区、市场）巡回法庭服务站和
企业派驻法官联络员制度，在全区 29
个行政村、8个社区和 3个市场（河阳
市场、里村市场和冶戌市场）设立巡回
法庭提供法律服务，每个服务站由 1
名正式干警负责联络，坚持每周到服
务站工作半天，主要开展走访排查、调

解纠纷、法律宣传等工作。向辖区 12
家重点企业和在建项目派驻首席服务
官，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了解经营
状况，协助企业解决生产经营过程中
遇到的各类法律问题。

深化司法改革，建设智
慧法院

吉利区法院以全面深化司法体制
综合配套改革为契机，投资 60余万元
建成了审判流程管理系统，并与上级法
院的审判管理网络相对接，实现了上下
级审判信息互联互通和数据共享。实
现案件从受理、分案到审理、执行和归
档的全程信息化，推进裁判文书上网、
庭审网络直播等工作，保证在案件开庭
审理时，实现同步录音录像、同步记录、
同步显示庭审笔录，公开展示庭审证

据、公开展示适用法律法规等。不断提
升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利用QQ、微信
等即时通讯平台，积极开展网上预约立
案、微信调解等有益探索，为创新发展

“枫桥经验”插上了智能化的“翅膀”。
不断完善案件繁简分流机制，科学制定
繁简案件划分标准，建立健全类案集中
处理、简案快审、繁案精审的科学运行
机制，被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为全国简易
程序适用和繁简分流试点法院。

吉利区法院有效发挥“整合力量、
分流案件、诉调对接、平息纷争、化解
矛盾”的功能，最大限度把矛盾纠纷化
解在诉讼之外，实现了纠纷的有序分
流和高效化解，维护了辖区稳定，促进
了社会和谐发展。

“枫桥经验”的吉利实践③

吉利区法院：诉调对接搭平台 多元化解促和谐

新春走基层

强化风险意识 提高化解能力
——二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红火福字写起来

捏只“憨猪”贺新年

手捧福字喜开颜。⑨6 李晓伟 摄

李卫雪正精心捏制着自己的泥塑作品。⑨6 郭戈 左易和 摄

2018年我省归集
信用数据29亿条
诚信“红黑榜”发布

“河南造”百台纯电动客车交付智利
宇通新能源客车销量领跑全球

常德善：功勋卓著 业绩永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