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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劳动者致敬劳动者

本报讯（记者 杨凌）4 月 30日，
记者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获悉，该区跨境进出口业务系统数据
处理能力已由 70 单/秒提高到 167
单/秒，一个涵盖电商平台、仓储、物
流、关务、结算各环节的跨境贸易产
业链正在快速形成，推动该区成为河
南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平台。

据介绍，通过关务改革、“单一窗
口”建设、区港联动、通关无纸化和口
岸作业区业务模式创新等措施，航空
港实验区跨境 E贸易系统数据处理
能力由70单/秒提高到167单/秒，形
成了跨境产业新优势。

通过积极探索跨境出口业务新模
式，航空港实验区已实现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间的“监管互认、数据共

享”，跨境商品在航空港实验区集货、
理货，通过人工智能超高速自动化归
类之后，即生成中欧班列（郑州）途经
国家的通关单证，货物通过班列运达
比利时后即可销往欧洲各个国家。

今年3月，中欧班列（郑州）首条跨
境电商专线“菜鸟号”正式开通，解决了
国内航空不能运输跨境电商小包大件
货物、液体、带电物品的难题，物流成本
再降30%，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
的跨境出口陆路运输新途径。

据悉，目前在航空港实验区备案或
注册的电商企业已达550家，淘宝全球
购、天猫国际、京东海囤全球、唯品会、
苏宁海外购等全国排名前十的知名电
商企业均已入区开展业务，该区逐步
成为国内外知名电商的汇集地。③9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王娟）2019年世界月季
洲际大会4月 28日在南阳拉开序幕，
满城花似锦，游客似流水。但如果你
认为这次大会仅仅是赏花，那就 out
了：展现“中华玉都”和“中药之乡”的
风采也是这次大会的重要内容。

4月 27日，作为世界月季洲际大
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19 第三
届中国艾产业发展大会暨艾文化产
业成果博览会在南阳开幕，会议以

“传承发展艾产业，助力健康中国，共
创世界艾乡”为主题，吸引了 200多
家来自全国各地的上下游企业和客
商参展参会。

此次大会以艾草种植、艾草加
工、艾草产品、艾草应用、艾草产业园
作为展览内容，涵盖上下游企业近千
种不同领域的新产品。大会还邀请

了东盟贸易组织、艾制品采购商、贸
易商，为南阳艾产业发展提供重要的
国际合作贸易平台。南阳作为医圣
故里，有着天然药库的美誉，中药材
产业和艾草产业发展享誉国内外，其
中艾草年销售 80亿元，全国市场占
有量达70%，已成为全国最大的艾制
品加工基地和艾叶集散地。

与此同时，玉雕文化节也与世界
月季洲际大会同步展开。作为中国
四大名玉之一独山玉的产地，南阳的
玉产业早就不仅仅是独玉玉雕这个
单一的行业，目前南阳从事玉产业人
员近 40万人，年生产销售玉雕产品
2000 余万件，约占全国玉雕产业总
量的40%，销售额300亿元。南阳已
成为全国最大的玉石集散地、玉雕加
工销售集散地、人才培育输出基地和
玉文化研究传播基地。③9

□本报记者 周青莎

暮春时节，宁陵县境内的万亩槐
林槐花竞放，一树树、一串串，如云似
雪。在乔楼乡小贾楼村西北隅，抗日
英雄贾兼善的衣冠冢静静坐落在故
乡的土地上，不知是谁，把一枝洁白
的槐花放在了烈士墓前。

贾兼善，字达夫，1918年出生于
小贾楼村一个书香家庭。他的名字取
自“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又
因他是善字排行，故取名兼善。

人如其名，贾兼善从小就心怀悲
悯，乐于助人。1933年，家乡农业歉
收，民不聊生，而地主豪绅们却趁机
囤积居奇。15岁的贾兼善向族长建
议，将贾氏祠堂的存粮开仓济贫，又
把祖坟地里的树卖掉，分给乡邻。这
段故事在当地群众中传为佳话。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
一八”事变。祖国山河破碎，人民挣
扎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贾兼善就
读于商丘河南省立二中，他在同学中
发起读书会，研讨时局，组织创办了
校刊《洪钟》，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
略暴行，号召民众抗日救国。

三年后，贾兼善以优异成绩公费
考入省立淮阳师范。在校期间，他抨
击黑暗时政，积极向往共产主义。“一
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爆发后，贾兼善
革命救国的决心更加坚定。

1937年 7月，贾兼善在鸡公山加
入了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
锋队”，开始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地

活动。1938 年，贾兼善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当时，日寇步步逼近，豫东
部分地区沦陷，淮阳也危在旦夕。贾
兼善在中共淮阳地方组织负责人刘
作孚领导下，组织起了抗日游击队，
直接受豫东特委领导。

“我爷爷的事迹能够被更多人知
道，和一封信有关。”4月 28日，贾兼
善的孙子贾法庆说，上世纪八十年
代，一位老同志写了封信《忆我的战
友贾达夫同志》，信转到宁陵县委，贾
兼善的英雄事迹渐渐被揭开。

1938 年 9 月，贾兼善受特委派
遣，去沈丘组建中共沈丘县委。他以
槐店第五小学教师的身份为掩护从事
革命活动，深入群众成立抗日救国会、
抗日后援会、“民族解放先锋队”等组
织，他还秘密组织抗日游击队，出入于
当时宁陵县张弓镇至商丘县毛堌堆镇
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在这血雨腥风
的土地上燃起了抗日救亡的烽火。

1942 年 4 月 23 日，由于叛徒经
其昌的出卖，正在秘密开会的贾兼善
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危急时刻他还不
忘把 60多名同志的名单吞入腹中，
避免了党组织遭受更大损失。

在监狱里，日军对贾兼善百般折
磨，面对坐电椅、灌辣椒水、狼狗咬等
酷刑，他始终坚强不屈，没有泄露一句
党的秘密，并在狱中写下诗句：“抗日
烽火燃中州，中华儿女怒气吼。钢筋
铁骨锻炼就，正义岂能怕杀头？”1942
年秋，贾兼善被日军秘密杀害，时年
24岁。

在血与火的年代，贾兼善用生命
守护着他挚爱的那片土地。如今，家
乡的田野上，春意盎然，万物焕发着
勃勃生机，英烈精神鼓舞着后人砥砺
前行……③9

本报讯（记者 宋敏）4 月 30 日，
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为严厉
打击各类客运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五一”假期，该厅执法总队、省道路
运输管理局将开展为期 4 天的“庆五
一、保平安”全省客运联合执法专项
行动。

针对班线客车，重点整治以下行
为：一是班线客车串线经营、站外随意
上下客等违规经营行为；二是800公里
以上班线客车未落实停运整改擅自恢

复营运行为；三是长途班线客车未按规
定配备驾驶员行为。

针对旅游客车，重点整治以下行
为：一是超范围经营、车辆长期在外地
经营、线路两端均不在车籍所在地违规
经营行为；二是不按规定申领包车客运
标志牌擅自经营行为；三是长期跑固定
线路，变相经营客运班线行为。

针对客运场站，重点查处管理不
力，“三不进站、六不出站”、实名制等
落实不到位，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不到

位等。
针对客运企业，重点查处动态监控

管理制度不落实、平台报警信息不处
罚、为未安装动态监控系统的车辆安排
运输任务等违规行为。

省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提醒，群
众在出行时发现有危险驾驶行为和违
法营运行为，可随时向 12328（交通运
输服务监督电话）投诉举报，交通运输
部门将根据具体举报情况，给予500元
至2000元不等的奖励。③8

“五一”假期我省将开展专项行动

严厉打击客运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李中华 王博 摄影报道

4月 29日，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郑
州桥工段组织郑州、许昌、开封等 3个探伤工区
职工，对郑州车站股道钢轨进行联合探伤作业，
确保“五一”期间郑州大枢纽安全畅通。⑨6

▲联合探伤作业在
郑州站区全面铺开

◀

职工们现场分析
钢轨病害

实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监管互认，每
秒可处理业务167单

航空港实验区跨境E贸易再提速

贾兼善：铁骨铮铮的抗日英雄

★信仰的力量
——河南英模风采录

月季名城、中华玉都、中药之乡

南阳立体展示三大名片

4月 28日至5月 1日，信阳市举办2019年森林旅游展览会，这是我省首
个市级森林旅游展览会。展览会集中展示了该市森林生态建设和森林旅游发
展成就。图为市民在森林旅游展览会现场参观。⑨6 唐丰 徐毅恒 摄

本报讯（记者 卢松）“五一”假期
临近，4月 30日，记者了解到，为进一
步教育警醒广大党员干部严于律己、
清廉守正，有效预防“节日病”发生，营
造清清爽爽、廉洁过节的良好氛围，省
纪委监委对 5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曝光。

信阳市罗山县政法委原副书记李
敬东违规收送礼品礼金问题。2018年
春节前，李敬东收受罗山县淮河沙业
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某现金 1万元及 53
度飞天茅台酒一件；收受罗山县楠杆
老五沙场负责人郑某53度飞天茅台酒
一件；收受罗山县东铺镇华龙沙场负
责人林某现金2万元；收受罗山县楠杆
镇荣昌沙场负责人殷某五粮液酒一
件。此外，李敬东还存在其他违纪行
为。2018年 10月，李敬东受到留党察
看、政务撤职处分。

平顶山市交通运输局党委原副书
记、市公路局原局长王建修违规接受
管理和服务对象安排的旅游问题。
2018 年 2月，王建修携家人与市交通
局下属某公司负责人邵某到厦门旅
游，其与家人各项花费共2万元均由邵
某支付。此外，王建修还存在其他违
纪行为。2018年 12月，王建修受到撤
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

开封市红十字会秘书长张建新违
规转移公务接待费用问题。2016年 6
月至 2018年 2月，张建新在负责红十
字生命健康安全教育项目时，安排项
目实施单位开封市爱心天使应急培训
中心法人代表李某，使用爱心天使应
急培训中心项目资金，支付开封市红
十字会公务接待费用共计 13.12 万
元。2018年 12月，张建新受到党内严
重警告处分。

洛阳市伊川县水寨镇党委书记戴
宏敏公车私用问题。2019年 1月25日
晚，戴宏敏驾驶伊川县水寨镇政府租用
轿车从镇政府出发至洛阳市洛龙区德
政小区，看望其女儿和岳父。2019年 1
月30日，戴宏敏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濮阳市范县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
主任李率磊违规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宴
请问题。2016年5月至案发，李率磊先
后 4次接受服务对象河南海韵置业集
团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的宴请。2018年
12月，李率磊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省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上
述案件的查处表明，只要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无论是谁，无论什么时
候，必将受到惩处、付出代价。各级党
员干部一定要引为镜鉴、躬身自省，不
断强化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
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

省纪委监委要求，各级党委（党
组）要坚定地把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扛
在肩上、抓在手中。要组织本地区本
部门本单位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中央纪
委近期公开曝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问题的新闻通报，强化节日廉洁教
育，早提醒早教育早预防，促使党员干
部时刻绷紧纪律之弦，守好廉洁底线。

省纪委监委强调，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要按照“坚持问题导向解决党风
问题”的工作要求，深入分析本地区本
部门“四风”问题动态趋势，加大通报
曝光力度，营造执纪从严、违纪必究的
高压态势。要畅通举报渠道，加强监
督检查，对违规购买、收送“定制酒”

“天价烟”等“四风”问题毫不手软、露
头就打。要依规依纪开展工作，坚决
防止方式不当、执纪不准，坚决避免问
责泛化简单化。③9

省纪委监委通报5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五一”我在岗
全力保畅通

□本报记者 孙欣

皮肤黝黑、满脸皱纹、个子不高，今
年 63岁的淅川县香花镇何家沟村党支
部书记王德沛站在人群中，一点也不起
眼。

但就是这么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
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愣是把一个人
均年收入不足 500元的贫困村变成了
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荣誉并不是属于我个人，而是属
于何家沟村全体村民的。在我心里，乡
亲们也是劳模。”4月 30日，刚刚获得河
南省劳动模范称号的王德沛告诉记者。

20年前，何家沟村曾“名声在外”：
全村 1600人分散居住在方圆 5公里的
深山沟里，靠天吃饭，靠雨喝水，辛苦种
地一年，常常没有多少收成。外人对这
里只有一个印象：贫穷。

村民期盼有个既想干又能干的“领

头羊”。年轻、有头脑、为人公道的王德
沛被乡亲们寄予厚望。望着那一双双
饱含期待的眼睛，王德沛暗暗立誓：一
定不辜负乡亲们的信任。

王德沛带领乡亲们挖山卖石、开荒
种地、下河捕鱼、贩卖土特产。慢慢地，
何家沟村的村容村貌有了好转，乡亲们
的笑容也多了起来。

眼看着村民日子好起来，但新的挑
战又来了。随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开
工建设，淅川县加大力度保护水源地生
态环境。山被封了，河被管了，不少村
民又陷入了迷茫。

接下来该走什么路？王德沛和村
里其他几位党员干部讨论了好几个晚
上。

“发展绿色农业，不放过一寸荒坡
地。”王德沛带领村干部和年轻党员，在
贫瘠的荒坡地上开始了尝试。挖坑除
草、挑水灌苗，王德沛样样干在先。截

至目前，何家沟村已种植软籽石榴 800
亩、杏李 600 亩、丹参 100 亩、迷迭香
120亩，乡亲们的收入噌噌往上蹿。

2015年，南阳市一家外贸企业准
备投资 1000多万元，在淅川县建一个
黄粉虫养殖基地。王德沛得知这一消
息后，迅速召集村“两委”班子成员开
会，拿出用地、用电、打井、修路等规划
方案。一次次登门拜访，终于打动了这
家企业的负责人，在何家沟村成立了淅
川县盛世科扬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016 年，该公司正式投产，“公司+基
地+农户”经营模式每年可带动全村人
均增收2000余元。

启动实施新型农村社区三年行动
计划，全村 408 户村民全部喜迁小洋
楼；个人举债80余万元建设村小学，让
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上学；四处找投资
跑项目，发展集体经济……王德沛整天
忙得脚不沾地。

“2018 年，全村人均纯收入 1.7 万
余元，村集体收入40余万元，但何家沟
村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还有不
小差距。我们将扎实做好绿水青山这
篇大文章，让大家的日子更红火。”王德
沛说。③8

荒坡地变身花果园

观念一变 致富路宽

本报讯（记者 王小萍 河南报
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红）4月 30日，
记者从三门峡市旅游部门获悉，位
于 三 门 峡 市 南 20 公 里 的 国 家
AAAA级旅游景区甘山国家森林
公园，在经历两年的修路封闭后，
于今年“五一”免费对外开放。

甘山国家森林公园景区总面
积80.8平方公里，主峰甘露峰海拔
1886.6米，以峰称奇，以谷显幽，以
林见秀，以景迷人。区内有植物
144 科、780 多属、2100 多种。森
林覆盖率超过 98%，森林蓄积量
75 万立方米，负氧离子含量每立
方厘米高达8万个。

特别是分布在主峰周围的橡
树林，总面积 1万余亩，平均树龄
在 60年以上，最古老的树龄超过
百年。国家自然资源部专家在考
察甘山时，对甘山橡树林的生态价
值、经济价值、观赏价值都给予了
高度评价，称其全国罕见。

甘山国家森林公园距三门峡
市区仅 20分钟的车程，随着三门
峡“休闲文化旅游城市”“森林城
市”建设目标的确定，三甘快速通
道的建设完成，该公园被纳入三门
峡市主城区旅游发展范围，与陕州
地坑院、温泉度假区强强联手，将
成为集休闲度假、户外运动、健康
养生、科普教育为一体的生态旅游
胜地。③9

甘山国家森林公园
“五一”免费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