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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慧

夏粮收割大幕将起，农发行河南
分行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河南要扛稳
粮食安全这个重任”殷殷嘱托，已提前
筹措 500亿元夏粮收购专项资金，全
力保障河南粮食安全、维护农民利益。

这是5月23日农发行河南省分行
支持夏粮收购资金供应准备情况新闻
通气会透露的消息。该行把支持河南
夏粮收购作为当前的中心工作，做到工
作准备早、资金准备足、支持模式活、信

贷监管严、金融服务优、组织保障强。
今年 3月初，农发行河南省分行

就已启动支持夏粮收购相关准备工
作。目前，其支持的夏粮收购企业网
点基本覆盖每个县（市），防止出现“收
购空白点”和“卖粮难”。

在已筹措500亿元专项资金的基
础上，农发行河南省分行将根据收购
需要随时向总行申请追加规模。该行
将全力保障政策性收购资金供应，随
需随请、随请随拨，做到“钱等粮”，让
农民“粮出手，钱到手”。同时，该行还

将千方百计帮助市场化收购企业解决
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据悉，在农发行河南省分行积极
推动下，我省今年已成立粮食收购贷
款信用保证基金并先期到位 3亿元。
此基金将在今年夏粮收购中发挥担保
撬动作用。

此外，农发行河南省分行将为夏
粮收购企业开辟办贷绿色通道，全部
开通网银和批量代付，确保银企直联
系统全天候运行，确保收购资金供应
不断档。

农发行河南省分行筹措500亿元全力支持夏粮收购

巍巍井冈山，滔滔赣江水，永远铭
记那段气壮山河的历史——这里是我
们党开辟早期革命根据地的地方，这里
是万里长征的出发地。

江西，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和使命，寄托着亿万老区人民对党的信
赖和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肩负着新时代
中部地区崛起的重任。

5月 20日至 22日，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江西，自赣州至南昌，深入企业、
农村、革命纪念馆，就经济社会发展进
行考察调研，主持召开推动中部地区
崛起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对
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

地区崛起等作出重要部署，对即将在
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提出要求。

“要饮水思源，不要忘了
革命老区和革命先烈”

江西赣州，于都河畔，中央红军长
征出发纪念碑巍然矗立，如同高扬的风
帆正待启航。

20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
里，倾听历史的回响，追寻红色的记忆。

纪念碑前的广场，铺设的大理石上
镌刻有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图。总

书记低头细看：“赣县在这儿”“那里是
湘江”“这边就到福建了”……

示意图中，红蓝两色箭头交织缠
绕，勾画着反围剿的浴血奋战和万里长
征的雄关漫道。

1934 年 10 月，中央机关、中央军
委和中央红军主力 8.6万人集结于都，
踏上漫漫征程，直至 1936年 10月到达
甘肃会宁实现三大主力会师。

绕过示意图，习近平总书记缓步上
前，向纪念碑敬献花篮，并三鞠躬，表达
对革命先烈的无限崇敬之情。花篮缎
带上，“长征精神永放光芒”几个大字庄
重而醒目。

纪念碑后，于都河水静静流淌，见
证着那段峥嵘岁月。习近平总书记凭
栏远眺，伫立良久。

“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
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
仗。”

陆 定 一 同 志 写 就 的 这 首《长 征
歌》，镌刻在纪念碑围栏上，描述了当
年红军夜渡于都河、开启伟大壮举的
动人图景。

那一夜，月茫茫，风萧萧。
这一去，多少将士，血洒疆场。
纪念碑不远处，坐落着中央红军

长征出发纪念馆。习近平总书记走进

馆内，通过一张张历史图片、一件件文
献实物、一个个沙盘模型，详细了解中
央红军长征前后那段可歌可泣的壮烈
历史。

在中央红军转移后坚持游击斗争
的人物照片前、在红军战士谢志坚珍藏
的那双草鞋前……习近平总书记停下
脚步，久久凝视，不时同身边工作人员
交流，深情回忆当年那段历史。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滹沱河畔到宝
塔山上，从遵义古城到沂蒙老区，习近
平总书记的“红色足迹”遍及各个革命
老区。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

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人永不枯竭的精神
源泉。

“每到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革命
圣地，都是一种精神上、思想上的洗
礼。”习近平总书记常说，“多重温这些
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加很多正能量。”

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一层，
习近平总书记亲切会见了于都县的红
军后代、革命烈士家属代表。

张复信，父亲一辈有 8 人参加红
军，全部牺牲；段桂秀，丈夫王金长
1932 年参加红军，1934 年牺牲；李灿
美，红军战士李晋录的遗腹子……

（下转第四版）

不忘初心，重整行装再出发
—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调研并主持召开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纪实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5月 23日，
省委书记王国生到省文化和旅游厅调
研，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扣高质
量发展主题，抢抓开放机遇，拓宽思路
视野，发挥文化旅游资源优势，积极推
动文旅融合发展，在推进中部崛起中
展现中原更加出彩的崭新形象。

王国生听取我省文化旅游工作汇
报，详细了解我省旅游资源、优势品牌、
产业现状、宣传推介、经验成效、发展趋
势等相关情况，认真听取意见建议，深
入分析文化旅游改革发展的形势任务，
研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效举措。

王国生指出，我省是文化和旅游
资源大省，在步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
段，文化和旅游工作既面临着新形势
新要求，也有着难得的发展机遇和广
阔空间。要加强领导，切实把文化旅
游发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认识再
提升、谋划再深入、工作再加力、措施
再强化，推动我省文化旅游事业实现
新跨越。要解放思想，以新发展理念
推动工作、指导实践，寻求突破、做强
载体，不断开创融合发展新局面。要
深入研究，认真总结经验成效，摸准规
律趋势，深掘优势潜力，为省委省政府
决策当好参谋助手。要发挥人才的关
键作用，探索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机
制办法，为文化旅游实现新突破提供
有力支撑。要抓住旅游旺季等有利时
机，创新宣传推介方式，激活旅游消费
市场，让中原文化旅游的名片亮起来、
美起来，推动文化旅游在更深层次、更
高水平上发展，为实现中原更加出彩、
推动中部崛起作出更大贡献。

穆为民、戴柏华参加调研。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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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新伟

今年，我省共确定了910个重点项

目，总投资 3.1万亿元。目前项目建设

有序推进，势头良好。

抓项目建设，必须抓在关

键处、抓在点子上。这些重点

项 目 涵 盖 转 型 升 级 、科 技 创

新、三大攻坚、民生保障等重

点领域，既同高质量发展要求

合 拍 ，更 是 稳 增 长 的“ 压 舱

石”。抓项目建设，重在抓落

实。每年我们要抓的项目很多，能否

达到预期效果，不是看举行了多少开

工仪式，而是看年底时落地多少、抓成

几个，有没有大的突破。否则，开工仪

式轰轰烈烈，结果却落空一大半，必然

损害政府形象，贻误发展良机，得不偿

失。往深里走、往实里做，“比谋划看

储备，比招引看投资，比开工看进度，

比服务看实效”，重点项目建设才能不

断释放乘数效应。

二季度是重点项目建设的

黄金季。投资 50 亿元的河南

卢森堡中心全面施工，中原联

络世界的“国际客厅”建造提

速；上汽乘用车郑州基地二期

项目即将竣工，这里将撑起上

汽自主品牌乘用车市场的半壁

江山；总投资 260亿元的中国尼龙城项

目，按时间节点顺利推进……重点项

目建设芝麻开花节节高，纷至沓来的

好消息，让我们有底气、有能力在复杂

形势下从容前行。1

抓在关键处，抓在点子上

本报讯（记者 屈芳）5月 23日，省
长陈润儿主持召开全省防汛抗旱暨河
长制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并讲话。他强
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总书记关于治
水兴水的重要论述，坚持底线思维，增
强忧患意识，着力防范化解灾害风险，
持续推进落实河长制，确保江河水库
安澜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陈润儿点评去年防汛抗旱工作，
指出“备汛组织周密、预报预警及时、
指挥调度科学、应急处置得当、部门
主动配合”，特别是成功抵御了“温比

亚”台风灾害，实现了“一个确保、三
个不发生”的目标要求，成绩来之不
易。今年防汛抗旱形势仍然复杂，从
区域位置特点和地质环境条件看，

“南涝北旱”发生的几率较高；从水利
工程和城市设施看，防洪抗旱体系还
比较脆弱；从河湖现状和管理情况
看，河湖治理形势也不容乐观，必须
认清严峻形势，增强忧患意识，防止
麻痹大意，切实把防汛抗旱和河长制
工作落到实处。

陈润儿提出，要坚持两手齐抓，防
范化解灾害风险。一手抓防汛抗洪工

作，紧紧围绕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和不发生江河决堤、不发生水库
垮坝、不发生城市受淹的“一个确保、
三个不发生”总体目标，完善防汛应急
预案，全面排查消除隐患，强化科学调
度指挥，增强防洪抗灾能力。一手抓
抗旱准备工作，加强旱情监测预警，保
障人畜饮水安全，提升抗旱保收能力，
严防可能出现的旱涝并重、旱涝急转
情况。

陈润儿强调，要落实河湖长制，严
格强化责任担当，以河长制保障防汛
工作开展，以防汛抗旱成效检验河长

制的落实。他对健全责任体系、理顺
工作体制、强化协作配合提出要求，指
出要夯实各级河湖长负责、牵头、协调
组织和督导考核的责任，决不允许只

“挂名”不“出征”；要切实形成“统一指
挥、分级管理、上下联动、共同负责”的
防汛抗旱应急体系，各司其职，形成合
力，确保安全度汛、河湖健康。

会上，副省长武国定作具体工作
部署，省军区副司令员习晓军就防汛
工作的军地协调联动作出安排，省气
象局、省水利厅、省应急管理厅、河南
黄河河务局作了发言。③9

陈润儿主持召开全省防汛抗旱暨河长制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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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5月 23日，
省委书记王国生主持召开座谈会，研
究我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工作，强调要对标对表党中央决策
部署，贯彻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
落实的总要求，认真做好各项准备工
作，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入脑入心，引领全省上下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原更加出
彩的宏伟目标共同奋斗。

王国生在听取省委办公厅、省委组
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委政研室等相关

部门汇报后指出，“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
事业、伟大梦想作出的重大部署，具有
十分重大的政治意义、实践意义、时代
意义。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以主题教
育为契机，进一步引导全省党员干部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切实把思想和行动高度统
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紧密结
合我省实际，认真谋划好实施方案，发
挥典型带动作用，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

和广大党员干部积极参与主题教育，达
到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
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
正廉洁作表率的目标。

王国生强调，要把开展主题教育
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指导河
南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
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结
合起来，与做好当前工作结合起来。
要加强组织领导，注重教育实效，发挥
典型示范作用，把学习教育、调查研
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穿全过程，

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做到规
定动作不走样、自选动作有特色。要
推动主题教育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
心里走，在结合和转化上下功夫，持续
营造严的氛围、学的氛围、干的氛围，
把教育成果转化到打好“三大攻坚战”
上来，转化到大抓基层、大抓基础上
来，转化到做好河南改革发展稳定各
项工作上来，切实以党的建设高质量
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谱写中原更加
出彩的绚丽篇章。

孔昌生、江凌参加座谈会。③9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暨河南日报创刊70周年
健步走公益活动本周日在如意湖畔开走

庆祝 创刊 周年

03│要闻

王国生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

研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准备工作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据省气
象台预报，5月 24日夜里至 25日，
我省东部、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
雨，并伴有雷电、雷暴大风、短时强
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过程累积降水
量 可 达 40—60 毫 米 ，最 大 雨 强
30—40毫米/小时。强降水和雷暴
大风天气可能造成小麦倒伏，影响
成熟小麦正常收割，建议豫南地区
抓紧做好抢收。

省气象台建议，目前夏收工作
尚未大面积开展，24 日—26 日强
降水伴大风可能引起小麦倒伏，豫
南地区需根据近期天气，合理安排
小麦收获，确保颗粒归仓。③9

大到暴雨将至
豫南地区请做好抢收

▶5月 23日，宜阳县白杨镇高
头村农民正在收割小麦。近日，宜
阳县 60万亩小麦陆续成熟进入收
割期，滚滚麦浪中，收割机来回穿
梭，各地农民正抢抓农时，确保夏
粮颗粒归仓。⑨6 仝少飞 摄

千里淮河第一坝投入使用

出山店水库下闸蓄水 02│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