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争做 河南人
强军精武河南兵

●● ●● ●●

要闻│032019年8月8日 星期四
组版编辑 王恒昀 美编 周鸿斌

迎迎民族盛会 庆70华诞

全
国
民
族
运
动
会
比
赛
项
目
之

□本报记者 孙欣

“东风快递，使命必达。”火箭军形
象宣传片令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当你看到这一强军大片时，是否会想
到有一群官兵扎根深山默默奉献，日
复一日守护着“大国长剑”的安全？

林州籍士官党俊凯就是一名守
护“大国长剑”的技师。8月 3日，记
者在火箭军某部见到了党俊凯，他
个头高高，身材偏瘦，脸庞白皙，浑
身透着一股精干劲。

“祖国轻易不用咱，用咱就是出
重拳，我为自己肩负的神圣使命感
到骄傲。”党俊凯告诉记者。

2003年，18岁的党俊凯带着青
春梦想走进军营，本想大展拳脚的
他，却被现实浇了个“透心凉”。

那天，汽车在大山中行驶了两
个多小时，党俊凯的视线中出现了
一座幽静的营院。走下汽车，他抬
头仰望，头顶的“一线天”泛着淡淡
的蓝……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

“左是山，右是山，第一次感受到什
么是与世隔绝。”

“梦想对比现实，难免会有落
差。”老班长看出了党俊凯的心思，主
动与他攀谈：“我们肩上扛着人民的
重托，掉皮掉肉也不能有辱使命！”

看着庄严静卧的装备，听着老
班长铿锵有力的话语，一股热血涌
上党俊凯的心头，他感到无比自豪。

装备系统庞大、结构复杂，涉及
十多个学科、数十个专业，要成为专
业技术过硬的能手，不下苦功夫不
可能成事。面对天书般的技术参
数，党俊凯恨不能一下子将所有的
专业书啃透。那些天，大头针、风油
精成了他加班熬夜的两件“宝”。仅
一年时间，他就做到了装备管理一
摸准、技术参数一口清，成为同批战
友中第一个独立上岗的人。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党俊凯
的工作环境阴暗潮湿，不少官兵患
上了风湿性关节炎，一到天气变化
时就疼痛难忍。长期在密闭环境中
执行战备训练，一些心理素质相对
较差、不善于自我调节的官兵，就可
能有焦虑、抑郁、恐惧等心理问题。

“以前从不知道，阳光也可以是奢
侈品。”党俊凯感慨地说，往日最寻常
的阳光，如今成了朝思暮想的对象。

每次对装备进行安检，党俊凯
都当作是“第一次”，每个细节都不
敢疏忽。有一次，对所接收装备进
行检查验收时，党俊凯拿起手电筒
爬入装备内部，对各个部件进行精
心检测，排除了一个安全隐患，受到
了官兵们的交口称赞。

惊出一身冷汗的党俊凯从此患
上了“强迫症”：用过的工具，无论何
时都要摆放得整整齐齐；修过的部
位，总是一遍又一遍反复回头查看。

弹道无痕亦有痕。党俊凯先后
多次上高原、入戈壁、进深山，参与
大项任务 20余次，无一失误。他荣
立二等功 1次，荣获“全军优秀士官
人才三等奖”。

“这几年，我们的守防条件越来
越好。守护好‘大国长剑’，守望祖国
和人民的安宁，我们干劲十足，信心
满怀！”党俊凯的话掷地有声。③5

党俊凯：“大国长剑”的守护者

本报讯（记者 何可）8月 5日，知名
歌手韩磊来到郑州，参加第十一届全
国民族运动会主题歌《奔跑的梦想》
MV的录制，并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对
即将在郑州举办的民族盛会送上祝福。

在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韩磊
认真演绎着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
主题歌《奔跑的梦想》，他告诉记者，很
喜欢这首歌的主旋律，“一个繁荣富强
的国家才能够给人民带来美好的生
活，所以要传递奋进、拼搏、阳光、灿烂
的大爱精神和积极向上的正能量，要
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

对于郑州，韩磊并不陌生，“我爱
吃羊肉烩面、胡辣汤，我第一次来郑州

的时候是上世纪 90年代，郑州变化太
大了，城市面貌也特别好”。

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将于 9
月 8日在郑州开幕，这也是新中国成
立 70年来第一次在中部地区城市举
办这一盛会。韩磊说这其实是对郑州
飞速发展的一种肯定，“希望有更多人
通过运动会了解郑州、关注郑州”。

作为一名少数民族歌手，韩磊很
期待盛会的成功举办，“让更多的人了
解中原文化，感受中原大地日新月异
的变化，我觉得特别重要，也可以通过
盛会让更多的中华儿女了解各民族的
体育文化特色，激发大家的热情，推动
民族大团结，我们才更有力量”。③6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8月5日，
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为鼓励社会力
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
展，我省对134所投资较大的民办学
校进行财政奖励，每校20万元。

8月5日，省教育厅公布了2019
年投资规模较大的民办学校名单，
同时明确，省财政厅已将奖补资金

下达至项目学校所在市、县（市、
区），各地要按照要求，由市、县级财
政部门、教育部门在收到上级下达
的奖补资金后七个工作日内将资金
拨付至项目学校，不得截留、挤占或
挪用；奖补资金拨付至项目学校后，
由学校自主使用，并须专款专用，一
律用于学校的事业发展。③6

我省134所民办学校获财政奖励

韩磊来郑录制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主题歌

“希望有更多人通过运动会了解郑州”

□本报记者 高长岭

睢县第三污水处理厂位于睢县白
庙乡单庄村南边，是全省第一座新概念
污水处理厂。它的新概念体现在哪
里？运行半年多来，实际效果如何？记
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厂区建得像公园

8月6日，刚一进入厂区，就看到一座
弧形的现代建筑，科技感十足。这座建筑
是厂区的科学管理中心，来到二楼的观景
平台上，厂区的主要功能区一览无余。

近万平方米的人工湿地里，朵朵莲
花正在盛开，蒲苇错落有致，水中不时
有鱼群游过。“这里的水是我们处理过
的中水，经过湿地水生植物的再次净
化，更接近自然水体。”睢县水环境发展
有限公司董事长查文说。

虽是处理污水的厂子，但走在厂
区，闻不到一点儿臭味，污水处理厂就
像城里的公园。“没错，我们就是要颠覆
大家对污水处理厂的传统印象，把污水

处理厂建成公园，空气洁净仅仅是一个
外在标志。”查文说，新概念污水处理
厂，新就新在追求“水质永续、能源回
收、资源循环、环境友好”的新概念，旨
在打造出一个全省污水处理的样板间。

睢县第三污水处理厂设计日处理
污水4万吨，一期工程投资1.8亿元，日
处理污水2万吨，日处理有机废弃物50
吨。睢县第三污水处理厂由睢县水环
境发展有限公司建设，该公司由河南水
投集团、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与睢县
人民政府联手组建。

变废为肥生态循环

污水处理关键看出厂水质。睢县第
三污水处理厂通过采用国际先进技术和
设备，大幅提高了出厂水质，主要出水指
标可以达到地表四类水标准，远高于传
统污水处理厂标准。由于水质好，该厂
产生的中水改善了利民河整体水质。

污水处理厂产生的污泥如何有效、
合理处理处置，一直是行业内的难题。

“我们的污水厂不产污泥，产沼气，产肥

料。”查文说。
该厂采用目前国内先进的高温干

式厌氧发酵技术，在污泥中加入畜禽
粪便、秸秆等有机废弃物，生产出沼
气。沼气一部分进入热电联产发电机
组发电，供给全厂使用；另一部分用来
锅炉燃烧，给反应器进行保温。产生
的沼渣、沼液，经过二次脱水后，通过
好氧发酵堆肥处理，可以制作有机肥
料。在厂区内，实现了资源循环、能量
回收。

厂区东北角有15亩现代农业示范
园，玉米和大豆长势正旺，在污水处理厂
生产的粪肥滋养下，叶子都绿油油的。

“运行几个月来，我们厂处理掉周
边养殖户畜禽粪便1200多吨。”睢县水
环境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贺鹏
晟说，根据概算，每 3吨有机废弃物可
以生产 1 吨有机肥，每日可生产 2000
多立方米沼气，每立方米沼气可以发电
2千瓦时。该厂通过沼气发的电可满
足自身用电的 1/3，真正实现了有机废
弃物资源化利用。

新理念催生新概念

为啥污水处理厂闻不到臭味？在
现场，我们看到不少产生臭气的池子上
都加盖了一个“大罩子”，“大罩子”后面
还拖着长长的管道。“臭气主要是硫化
氢、氨气等，这些物质都易溶于水。”贺鹏
晟说，通过管道把臭气全部收集起来，通
过微生物降解、吸收后，再排入大气中。

一个县级污水处理厂为何能实践
这么多新概念？“我们有着强大的技术
后援团队，中国工程院院士曲久辉团队
给我们提供了有力支持。”查文说。

先进的理念还需要先进的技术和
设备来实现。睢县第三污水处理厂不
惜重金，从德国、韩国、日本购买了众多
先进设备，关键设备全部进口化、其他
设备选用国内一线品牌。

“我们积极践行绿色发展新理念，通
过整合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全力打造新
概念污水处理厂，力争使之成为全省治
水兴水的‘水投方案’典型，引领我省污水
处理行业迈上更高台阶。”查文说。③5

公园+有机肥料厂+发电厂=？
——探访全省第一座新概念污水处理厂

射弩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

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使用者

以苗族居多。苗族的男子几乎

人人都会备弩箭，自幼习射，还

常常进行比试，后期广泛用于

军 队 征 战 。 苗 族 男 子 一 般 在

10 岁左右练“娃娃弩”，可射 10

米 远 的 目 标 。 现 在 的 苗 族 地

区 在 春 节 期 间 还 会 进 行 射 弩

比 赛 ，射 最 准 的 人 会 得 到 奖

励，与此同时也会受到苗族姑

娘的青睐。

射弩运动不仅在苗族人民

中十分盛行，傈僳族、苦聪人、

黎族人也都有射弩的传统，傈

僳族还有“拉不开弓的就不算

男人”的谚语。如今射弩已经

逐渐成了云南、贵州等西南少

数民族地区一项喜闻乐见的民

族体育活动。

随 着 射 弩 运 动 的 发 展 ，射

弩比赛中出现了用金属制成的

弩 ，也 就 是 现 在 的 民 族 标 准

弩。以前由于比赛规则滞后，

民族弩和标准弩的选手混在一

起比赛，为了使比赛更加公平，

到 2007 年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时，开始将民

族传统弩和民族标准弩分为两

个组，分别竞赛。③6

（本报记者 李悦 整理）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陈薇）承载着前两届的荣光，豫发
集团·第三届中原批发商大会将于
今日上午 9时在郑州天地丽笙酒店
开幕。

今年大会的主题是“致敬中原商
贸物流风云 70年”，中原商贸 70载
历史里那些名字熠熠生辉的大咖，将
在豫发集团·第三届中原批发商大会
上与国内知名经济学家、省内外批发
市场领军人物、郑州上百家批发市场
负责人来一场跨界交流。

豫发集团·第三届中原批发商
大会由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河
南商报社、郑州市市场协会、郑州市
市场研究院、“郑州批发市场”微信
公号承办，战略合作单位京泽茶城，
总冠名豫发集团，网商银行、壹玖集
团、北龙湖美林上苑协办。会议邀
请了国内知名经济学家、省内外商
贸物流行业大咖、郑州各大专业市
场负责人等，他们齐聚一堂，共同探
讨行业难题的破解之道。

比如，商户在线上线下加速融
合的夹缝中该往哪里转？物流公司
如何降本增效、抱团发展？

商户对于大会的期待也非常
高。截至8月 6日，通过市场组团报
名、个 人 报 名 等 方 式 ，已 有 超 过
1000人领取了入场券。

此外，豫发集团·第三届中原批
发商大会现场还将为“最美女老板”

“诚信店铺”“口碑物流”“最具影响
力市场”四个奖项颁奖。

评奖活动已持续三届，参与度不
断提高。本次评选共有30家专业市
场、29家物流/快递企业、94位女性商
户、183家批发店铺参与竞逐，仅仅线
上投票环节，投票页的总浏览量突破
了92万人次，总投票量达到30万。

对“郑州批发市场”微信公号来
说，希望通过评奖的方式，为商户遴
选最诚信的专业市场、最有口碑的
物流公司，乃至为消费者和代理商
经销商推荐最有实力、最讲诚信的
批发商。③6

第三届中原批发商大会今日启幕

8月 6日，虞城县稍岗镇韦店集村“十里画廊”的大棚里挂满了成熟的葡萄，果香四溢。2016年，该县在济民沟规
划发展“十里画廊”项目，对环境进行整治改造，培育发展生态农业，通过发展河道经济，拉动周边发展，建成集观光农
业、乡村旅游于一体的绿色休闲产业基地。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十里画廊”喜丰收

□本报记者 田宜龙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
本报通讯员 王奔

“党建标准化就是一把‘尺子’。
推进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是贯彻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要求，是提
升党建科学化的一把‘金钥匙’。”洛龙
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邓卫国说。

党的十九大以来，洛阳市洛龙区以
党建工作为统领，全面推动基层党建与
各项工作深度融合，为经济社会发展注
入强大的“红色动力”，以党建工作高质
量推动全区经济发展高质量。

推动资源统筹“融合化”，激
活党建全盘棋

落实“河洛党建计划”明确的基层党
建十件实事，细化全区基层党建51项任
务清单，统筹23个相关单位抓基层党建
职能……这是今年年初洛阳市洛龙区定
下的党建工作任务。今年以来，洛龙区
明确区委“一线指挥部”作用、区直部门

“参谋”作用、镇（街道）党（工）委“龙头”
作用和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建
起了“三位一体”党建工作格局。

“围绕发展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
展”。在城市基层党建工作中，洛龙区
委紧紧抓住基层党建工作标准化规范
化这个关键，以党建引领、“三治”并
进、服务进村（居）为主线，以“五星支
部”创建活动为载体，不断提高基层党
组织建设水平。

与此同时，该区不断创新，研究制
定《推动城市基层党建区域化共驻共
建工作标准化的实施办法（试行）》，着
眼构建“1+5+3”框架体系，抓组织体
系建设，在 8个街道普遍构建“街道党
工委—社区党组织—小区党支部—楼
栋党小组”的党建架构，吸收驻区机关、
企事业单位和社区党员民警代表等17

人进入社区兼职委员制党组织，共建立
小区党支部64个、楼栋党小组330个，
覆盖率达到95.2%，实现了组织覆盖和
为民服务、党群沟通“零距离”。

推动联动管理“实体化”，锻
造服务硬实力

“居民从点名参与到主动参加活
动，小区凝聚力有了大提升。”在洛龙
区开元路街道勤政苑小区，党支部书
记王萍告诉记者，“邻里中心”的出现，
让社区的管理有了新变化。党支部还
利用“邻里中心”打造了“红色放映
厅”，定期组织居民观看红色电影，开
展智能手机使用培训等。

去年以来，洛阳市委提出“四级联
创四化并举”，成为洛阳市加强城市基
层党建工作的重要抓手。洛龙区探索

开展基层党建“九个一”工作，通过打造
一批小区“邻里中心”等举措，整合辖区
资源，按需制定服务项目，化小治理单
元，促进共建共享，为居民提供优质便
捷的服务，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升。

资源有限的基层社区，如何满足
居民日常需求？

天元社区建立起“社区党组织+小
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四
级服务网络，每个党员中心户分包联系
10户居民，小区党组织、楼栋党小组负
责入户走访、调解矛盾纠纷、开展相关服
务，“小事不出楼栋”，深受居民欢迎。

去年底，开元街道党工委在定鼎
门社区与 13 家驻区单位签订了区域
化党建共建协议，通过设置“资源清
单”“项目清单”“需求清单”“三张清
单”制度，实现了社区和各单位资源共

享、项目共谋、需求共担。据悉，截至
目前，洛龙区共签订需求清单 134个、
资源清单 118 个，建立项目清单 106
个，完成项目96个。

推动作用发挥“生活化”，兜
起区域大小事

“有题大家商，有事大家管。”在洛龙
区学府街道办事处龙和社区，社区居民
李女士告诉记者，每月的“圆桌议事会”
是她最期待的“议事会”，大到社区安全、
垃圾分类，小到电动车停放、下水道检
查，小区的大事小情她都有“发言权”。

社区党组织建立事务共商“圆桌
议事会”，邀请驻区单位、相关部门负

责人共同商议，研究确定；建立解决问
题“现场办公会”，街道社区党组织对
群众需求、存在问题以及“圆桌议事
会”确定的事项，邀请相关部门现场办
公，及时解决问题。

同时，抓联建联动联管，推广运用
街道“三征三议三公开”工作法，让党
工委真正成为城市管理服务、凝聚居
民群众、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
区、推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轴心”。

据悉，通过建立社情民意“信息直通
车”、事务共商“圆桌议事会”、解决问题

“现场办公会”的党建引领城市基层自治
体系，33个社区党组织半年来征求群众
意见建议 1300 余条，发布动态信息
3324条。与此同时，6000余名在职党
员通过主动亮身份、践承诺、做表率，主
动到社区开展志愿服务，收集实现社区
党员群众“微心愿”1.6万余个，架起了党
群“连心桥”，社区群众满意度持续增强。

强化“河洛党建计划” 助推“两个高质量”②

“标准化”激发基层党建“红色动力”
——洛龙区争当城市基层党建“排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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