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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杨

河南兰考，“梦里张庄”的乡村旅游

红红火火；四川凉山，三岔河乡的农产品

供不应求；江西井冈山，神山村的民宿住

满了游客……这个春节，习近平总书记

走过的很多地方气象一新。当

地干部牢记嘱托，努力探索一条

条特色鲜明的高质量发展路。

追梦路上，不唯脱贫攻坚，

做任何工作都是这样：将中央

的战略思想和地方的具体实际

结合起来，吃透精神，遵循规律，找对

路子，干出特色，这既是发展的方法，

也是领导的艺术，即“看特色识干部”

这一论断的要义所在。

焦裕禄同志笃信，“吃别人嚼过的

馍没味道”。的确，不可替代性决定了

价值和主动权，而走别人走过的路，往

往等于没有出路。特色是发展力，也

是竞争力。干出特色，意味着不仅要

想干、敢干，也要能干、会干，其关键在

于更精准地对接发展优势、基层所盼、

民生所向，坚定不移以党的建设高质

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为地

方强起来、环境美起来、群众富

起来，锻造一把把“金钥匙”。

心系群众，眼观大势，专注于蹚

新路、走对路，这样的干部，方

为新时代的好干部。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看特色

识干部，需要有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

意，也要有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

要为干部“撑腰”，为干事“站台”，营造

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让地方尽显特

色，人人尽展其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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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月 10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10日致电祝贺非洲联盟第 32届
首脑会议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

习近平指出，非洲联盟是非洲联合自
强的旗帜。去年以来，在非洲联盟引领
下，非洲一体化进程取得重大进展，非洲
国家在重要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继续一致

发声，非洲国际影响不断提升。我对此表
示热烈祝贺，衷心祝愿非洲联盟团结带领
非洲国家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习近平强调，去年 9月，中非合作论
坛北京峰会取得巨大成功，我同非洲国
家和非洲联盟领导人共襄盛举，为中非
关系发展谋划蓝图。中方愿同非方携手

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
果为契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同落实
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联合国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非洲各国发展战略
深入对接，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
运共同体，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
更大贡献。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 刘勰）2月
10日，省委书记王国生先后到省公安
厅和省委值班室检查节日值守和雨雪
天气应急保障情况，要求强化责任意
识，做好应急处置，确保群众出行安
全。

2月9日夜至10日白天，全省多地
普降大雪，又恰逢春节假期返程高峰，
王国生十分关心道路应急保通和群众
出行安全，他来到省公安厅指挥中心，
通过视频查看全省高速道路通行情
况，了解天气变化应急处置工作，特别
是道路交通安全保障情况。他指出，

春节期间，广大公安干警以及交通、应
急等相关部门的职工，为确保人民群
众欢度佳节，舍小家为大家，日夜奋战
在一线，精神十分可嘉。今天是春节
假期最后一天，返程人流、车流激增，
又遇到大范围雨雪天气，要进一步加
强社会面防控、道路疏导管控及应急
值守，全力以赴保安全、保畅通、防事
故。

在省委值班室，王国生详细了解
全省天气情况和道路交通运输情况，
要求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与公安、
交通、气象等部门的协调联系，进一步

优化预案、细化措施，抓好关键节点的
安全工作。

王国生强调，出行平安是关系群
众利益的大问题。各级党委、政府和
有关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把道路除
冰、拥堵路段疏导等应急应对工作抓
紧抓好；及时发布信息，加强宣传引
导，让群众第一时间掌握天气、路况等
信息，多措并举，一鼓作气做好春运工
作。要抓好雪后安全生产工作，做好
水、电、油、气和蔬菜等供应，保障城乡
居民正常的生产生活。

穆为民等参加检查。③9

□本报记者 何可

2月 6日（农历正月初二）清晨，巩
义市小关镇南岭新村村委大院，摩托
车、汽车接二连三从陡坡上奔下来停
住，刹车声唤醒了蝴蝶山的沉寂。

“回来啦！过年好！过年好！”大
老远的，南岭新村党总支书记李国振
扯着嗓门招呼道。从北京、上海、云
南、浙江、郑州等地回家过年的南岭返
乡人纷纷汇聚过来。巩义市小关镇党

委书记白东升、镇长许火炎来了；省委
编办驻南岭新村第一书记赵晓红驱车
两个多小时，也从新乡赶来参加“情系
南岭，共谋发展”返乡人才座谈会。

天虽寒，人心却暖。偌大的会议
室座无虚席，谈变化，献良策，谋发展，
大家畅所欲言。

南岭新村自古山高地薄缺水少
路，属于省级贫困村。几代人坚持绿
色发展理念，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不
毁林不挖山。在精准扶贫等政策扶持
下，道路通村入户，还修建了37.2公里
的登山步道和 17座蓄水池、塘坝，太
阳能路灯也装到家门口。入夜灯火璀

璨，让外出归来的南岭人，归家途中不
识家。“以前在外工作几年不回来一
次，现在回来一看变化真是太大了。”
嫁出去的闺女张会展感慨道。

“南岭发展要加强村落保护，开发
建设要遵循让南岭看得见山，望得见
水，也能留得住乡愁的原则。”河南华
磊古建集团董事长苏发生对故土更是
一片深情，“南岭开发建设，用得上我
的尽管说。”

“脱贫攻坚，责任共担。”这些走出
大山的南岭人，更关心家乡的脱贫摘
帽。贫困村的帽子戴在头上，也成为
他们心中的痛。（下转第二版）

小议“看特色识干部”

王国生要求做好
雪后春运应急保障工作

小山村谋划大发展

非洲联盟第32届首脑会议召开

习近平致贺电

□本报记者 李林
本报通讯员 赵京亚 郭琳丽

2月 10日，新春假期的最后一天，
社区民警冯继凯已进入工作“预热模
式”，他在工作日志上写好了一上班就
到所负责的甘寨村挨门走访的计划。

作为省“一村（格）一警”工作的
发源地和试点县（市），新密市近年来
传承发扬新时代“枫桥经验”，强化党
建引领，持续推进社区民警专职化、
社区警务精细化、基础工作信息化、
治安防范社会化、群众工作便民化，
尤其是“一村一警‘1+1+5’”品牌工
程工作机制的经验得到认可并在全
省推广。

如今，在新密城乡大街小巷、农家
小院，经常可以看见民警、辅警与群众
围成一圈，像一家人一样拉家常；和群
众一起劳动，收割庄稼；为群众办证、
送证；带领群众进行巡逻防范。他们
和冯继凯一样是新时代里村民离不开
的“保护神”！

党旗飘扬 党建引领

2018 年 12 月 3 日，中央政法委
主要领导到新密市公安局平陌派出所
虎岭警务工作站调研指导工作，对该
市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创新多元化
解纠纷机制，推动矛盾纠纷及时、就地
化解，维护基层政权稳定的做法给予
充分肯定。

紧接着12月 21日，全省公安机关
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高质量推
进“一村（格）一警”工作现场会又选择
在新密市召开。

新密是如何开展“一村（格）一警”
工作的？

坚持政治建警。在新密各派出所
基层党支部，与村组党支部协同配合

形成“双合型”，与企事业单位党支部
结对形成“共建型”，与邀请辖区党支
部参加主题党日活动形成“互动型”，
与精准扶贫活动结合形成“关怀型”。

走进新密 18个派出所，映入眼帘
的是高质量的党员活动室、党建办公
室和党建文化墙，依托“一村一警”警
务工作机制，在全市 60个标准化警务
室分别成立党小组和党员先锋岗，充
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党小组前沿
阵地及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旗飘
扬、党建引领是新密开展“一村（格）一
警”工作的思想内核和工作法宝。

创新思路 打造“品牌”

新密公安系统明确了每个警务室
由专职社区民警分包，每个警务工作

站由包村民、辅警分包，除值班外全部
到各自分包辖区开展基础警务工作，
彻底解决机关民警兼职包村“下不去、
沉不下”的问题。目前共有专职社区
民警60人、辅警350人，确保了所有行
政村、社区达到“一村一警”或“一村多
警”。

同时推行“警调联动”一体化，借
鉴“枫桥经验”，将司法部门招录的
1053名人民调解员全部融入“一村一
警”，在 350个行政村设置警调联动办
公室，激活社区警务“末梢神经”，夯实
了维稳根基。目前采集基础信息30万
余条，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136起。

值得一提的是，新密市建立“一村
一警‘1+1+5’”品牌工程工作机制，施
行 1个规范化派出所打造 1个规范化

警务室和5个规范化警务工作站，形成
社区民警、包村民警、辅警兼任村（社
区）副支书、主任助理，参与村（社区）
内治安维稳等事项的共同决策，形成
了“党委政府领导、政法综治协调、公
安机关为主、相关部门参与”的工作格
局，工作经验全省推广。

科技兴警 智慧维稳

在新密市公安局，民警点开河南
省“一村（格）一警”智能社区警务平
台，每个行政村（社区）基本情况一目
了然。近年新密市投入上千万元，以

“活土地”社区警务平台为支撑，以“一
标三实”工作为基础，以“一村一警”机
制为载体，自主研发实景三维地理信
息平台，在全省率先实现实景三维地

图与警用 PGIS地图的融合，集数据采
集管理、关联查询、案件搜索分析、
GPS位置检索、指令推送等功能于一
体，基本实现社区警务信息智慧采集、
资源智慧共享、警情智慧研判、实战智
慧应用。

同时，通过打造“一部专用终端、
一个创新平台”，全链条开展移动办
公、移动采集、移动查询等业务，为社
区民警、辅警均配备 4G 警务通和辅
警 通 ，自 主 研 发 手 机 端 信 息 采 集
APP，增加人脸识别与车辆识别功能，
实现可疑人员、可疑车辆实时对比核
查功能。

新密公安系统还创新建立了“微
警务”模式。以警务室和警务工作站
为单位，建立微信公众号和平安村（社
区）微信群 350个，最大限度发挥社区
微信集群效应服务百姓民生，努力将
警务室、警务工作站打造为警民联系
点、民生服务点、信息采集点、防范宣
传点和求助报警点，不断提高群众的
安全感和满意度。

“一村一警‘1+1+5’”工作经验全省推广

“枫桥经验”的新密实践

赢得开门

2月 10日，我省多地迎来降雪。在纷纷扬扬的雪花中，人们赏雪、玩雪，品味“瑞雪兆丰年”的美好。图为濮阳市民在
观赏雪景。⑨3 僧少琴 摄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2月10日，
省商务厅发布消息，2019年春节期间，
全省各地节日气氛浓郁、年味儿十足，
传统年货、信息产品、大众餐饮等成为
节日消费亮点。据测算,除夕至正月
初六(2月4日至10日)，全省零售和餐
饮企业实现销售额约496亿元，比去
年春节黄金周增长10.7%。

节日期间，各大商家纷纷抢占春
节市场，推出花样繁多的新年促销活
动。我省春节市场消费亮点较为集
中：一是蔬菜、水果、糖果、副食等传统
年货热销。二是绿色健康类商品成为
馈赠亲友的首选。各大商超的天然食
品、时令水果、鲜花绿植、茶叶和保健
品等绿色健康类商品热销。三是智能
电器、数码产品成新宠。监测数据显

示，高清电视、烘干一体洗衣机、扫地
机器人、净水器、洗碗机等智能家电受
到青睐；国产华为、小米等 4G智能手
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都是抢手
货。四是珠宝、化妆品等时尚名品销
售喜人，周大福、周生生等珠宝品牌受
热捧，销量攀升。

值得一提的是，全省范围内，大
众餐饮持续火爆。洛阳真不同、宴天
下等餐饮企业根据顾客的不同需求
适时推出不同档次、规格和各种风味
的年夜饭套餐、新春家宴；开封第一
楼、小宋城的特色小吃备受游客青
睐。监测数据显示，春节期间，郑州、
开封、洛阳、鹤壁、漯河、驻马店 6市
15家餐饮企业共实现营业收入1273
万元，同比增长4.3%。

此外，我省居民消费方式日趋多
元，品质升级。一是旅游成为大众首
选的过年方式。洛阳龙门石窟、白马
寺、倒盏民俗村等著名景区依然是游
客的热门去处。二是品质消费需求与
日俱增。像丹尼斯大卫城、锦艺城、万
达广场等集吃、喝、玩、乐、购多重功能
于一体的商贸综合体凭借多业态聚
集、多元化消费以及全方位服务的优
势，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三是文化
娱乐消费成为时尚新宠。除了逛庙
会、赏花灯、观社火等传统娱乐方式，
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走进博物馆、图
书馆、城市书屋，在浓浓的文化氛围中
感受别样年味儿。各大院线火爆上映
的电影《流浪地球》《飞驰人生》《疯狂
的外星人》等都取得不俗的票房。③9

本报讯（记者 刘春香）2019 年
春节，河南端出了丰厚的“文化盛宴”
和“节日礼包”，展现出全新魅力。记
者从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2月
4日至 10日，全省公共图书馆（含设
在图书馆内的各类展馆）、文化馆（含
设在文化馆内的非遗展馆等）进馆
67.1万余人次，开展各种类型的文化
惠民活动 3300余项，直接惠及人民
群众 255 万余人次。全省共有 212
家博物馆纪念馆开放，开展惠民活动
705场次，接待观众 280.9万人次；全
省旅游市场共接待游客 3212 万人
次，旅游收入180.3亿元，按可比口径
计算分别增长13.1%、15.6%。

“我感觉河南的年味儿更足。”来
自美国俄亥俄州的游客安德森用流

利的汉语告诉记者，他到开封看了国
际灯笼节，近 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
万个品种、上百万盏灯笼，流光溢彩
非常漂亮。

和安德森一样，随着老家河南
品牌的日益推广，今年我省迎来了
许多慕名而来的中外游客。央视春
晚最具震撼力的节目《少林魂》引发
网友热议追捧，上万名游客除夕夜
赶赴少林寺一睹功夫风采，少林寺
单日游客量达 5 万人次，嵩山景区

“变形金刚”少林寺学功夫等活动让
游客过足了功夫瘾。鲁山县“中原
大佛新春庙会”集祈福纳祥、民俗展
演、温泉养生于一体，吸引数十万游
客。济源王屋山景区天坛顶道长现
场送“福”，游客在天坛顶观太岁、书

长卷、领“福”字。
新业态项目活力显现，焦作云台

山景区的云溪谷大型灯光秀、户外冰
雪乐园等让游客流连忘返。黄河三
峡景区横跨黄河 365 米的玻璃吊桥
首次迎客，每日吸引 2万余名游客体
验“惊险刺激”。乡村旅游项目更加
成熟，以信阳郝堂村、洛阳重渡沟村、
嵩县天桥沟村为代表的乡村游备受
青睐。

休闲旅游项目异常火爆，各大温
泉度假区一房难求，尧山福泉、鲁山
玉京温泉、皇姑浴温泉等温泉度假酒
店抢订一空。栾川伏牛山滑雪场、鲁
山天龙池滑雪场等人流如潮。

假日市场安全平稳，无重大安全
事故发生。③4

春节河南消费市场年味儿浓

零售和餐饮销售额近500亿元

文旅融合效果显著 旅游人数再创新高

全省旅游收入超 180亿元

返乡创业正当时

除冰雪 保畅通

●2 月 10 日，我省
多地迎来降雪。受降雪
影响，铁路、公路、航班不
同程度受阻

●面对冰雪袭扰，各
相关部门全力做好除冰
雪和旅客服务工作，确保
群众顺利返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