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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杜八联位于今

济源市坡头镇黄河北岸，由

杜年庄、留庄等８个村组

成。清末民国时期实行“里

长”“保甲”制度，８村联保，

因而称为杜八联。1937年，

杨伯笙、史向生等在家乡杜

八联地区组建了中共济源

县委领导的第一支群众武

装——杜八联抗日自卫团。

抗日战争期间，杜八联同沿

黄河北岸数十个村庄结成联

防，形成了巩固的敌后抗战

“小苏区”，同日军作战多达

数百次，护送八路军干部

200余人安全渡过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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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永恒的印记
——党的奋斗足迹在河南

□本报记者 刘一宁
本报通讯员 何永红

嵩山脚下、洛水河畔，有一个内陆小
镇。“中国两大‘镇’，深圳、回郭镇”的说
法道出了它的辉煌。

8 月 15 日，记者带着一份老报纸，
前往巩义市回郭镇。坐车间隙，翻开这
张满载岁月印记的《人民日报》，头版头
题刊登的文章《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
映入眼帘。

“反映回郭镇‘围绕农业办工业，办
好工业促农业’的调查报告曾刊登于
1974年 12月 15日《河南日报》。”巩义市
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邵玉龙介绍，这个先
进经验刊发后，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批
阅。1975年 10月 11日，《人民日报》转
载刊发这篇报道。于是，这个充满传奇
色彩的中原小镇名扬国内。

时间追溯到 20世纪 40年代末，回
郭镇已是远近闻名的物资集散地，被誉
为中原“小上海”。到 20 世纪 50 年代
末，全国各地农村都办起了“五小”工厂，
不久又纷纷下马，但回郭镇坚持了下来。

“那时，群众办厂的积极性很高。
没有设备就修旧起废，土法上马；没有
原料就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不懂技术
就派出去学，请进来教。”曾在回郭镇担
任党委书记的刘善安介绍，他们最先办
起了炸药厂，根据炸药厂的发展和需
要，成立了运输队、电管所等机构，随后
兴办了变压器厂、拖拉机厂、纺织厂等
多个企业。

翻看回郭镇党委留存的资料，有这
样一行字记录着社队企业创造的辉煌：
至1976年，该公社社队企业达83个，职
工人数达 4843人，工业总产值 2060万
元，在全国独树一帜，遥遥领先。

回郭镇办社队企业的先进经验影响
到了江浙地区，“温州模式”“苏南模式”
都刻有回郭镇的烙印。无锡市撰写的
《走在中国的前列》一书这样描述：“无锡
的乡镇企业之所以能够取得中国第一的
成就，是因为早在 20世纪 70年代曾到
回郭镇参观学习过，受到那里社队企业
的启迪，而后又因地制宜地办起了这种
社队企业。”

过去，回郭镇点燃了中国农村大办
工业的星星之火。如今，回郭镇已成为
全国最大的普通铝板带箔加工业基地，
一排排标准化厂房鳞次栉比、一座座商
住楼房错落有致……

回望来路，见证辉煌；展望未来，前
途光明。“这里承载着光明灿烂的新希
望，我们正向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
标大踏步前进，把家乡建设成独具特色
的现代化产业新城。”邵玉龙说。③9

回郭镇社队企业

承载光明灿烂
的新希望

经西华县人民政府批准，西华县自然
资源局决定以网上拍卖方式出让以下七
（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指定西
华县自然资源局组织实施。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拍卖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
要求（见右表）

具体以规划部门出具的规划指标为准，
详见《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

二、竞买申请条件和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

和其他组织，符合网上出让公告或出让须知
中明确的资格条件，均可参加本次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活动。

三、确定竞得入选人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

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入选人，地块

如果未设底价的，报价最高者即为竞得入选
人。

四、报名及保证金截止时间
竞买申请人可在 2019 年 8 月 19 日至

2019年 9月 9日登录河南省自然资源网上
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申
请。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 2019年 9
月 9日 16时。

五、拍卖时间及网址
拍卖报价时间以河南省自然资源网上

交易系统时间为准。
拍卖网址：河南省自然资源网上交易系

统（http://www.hngtjy.cn/home.jsp）。
六、出让资料获取方式
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

见拍卖出让须知及其他出让文件。拍卖出
让须知及其他出让文件可从网上交易系统

查看和打印。
七、资格审查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出让实

行竞得入选人资格后审制度，即竞买申请人
在网上交易系统按规定递交竞买申请并按
时足额交纳了竞买保证金后，网上交易系统
将自动颁发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保证
金到账确认书，确认其竞买资格，出让人只
对网上交易的竞得入选人进行资格审查。
如因竞得入选人的资格审查未通过，造成本
次出让地块不成交的，由竞得入选人自行承
当相应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394-2293516
联系人：杜亚飞

西华县自然资源局
2019年8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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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XH2019-00

XH2019-10

XH2019-14

XH2019-15

XH2019-16

XH2019-17

XH2019-18

地块位置

箕子台路东侧、
东风运河滨河北

路北侧

箕子台路东侧、
东风运河滨河北

路北侧

迎宾大道南侧、
双狼河滨河东路
东侧、迎宾一号

院西侧

中都路西侧
纬九路北侧

中都路西侧
华诚路北侧

中都路西侧
华诚路南侧

工业六路西侧
晨辉工贸北侧

地块面积
（平方米）

39855.97

22123.73

23318.61

30544.69

55776.33

46672.22

65967.26

土地
用途

住宅
用地

住宅
用地

住宅
用地

住宅
用地

工业
用地

物流
仓储

工业
用地

容积率

1.0<=
容积率<=

2.4

1.0<=
容积率<=

2.4

1.5<=
容积率<=

2.4

1.0<=
容积率<=

1.8

1.2<=
容积率

1.0<=
容积率

1.2<=
容积率

建筑密度
（建筑系数）

建筑密度<
=30.0%

建筑密度<
=30.0%

建筑密度<
=25.0%

建筑密度<
=30.0%

60.0%<=
建筑密度

45.0%<=
建筑密度

60.0%<=
建筑密度

绿地率

30.0%<
=

绿化率

30.0%<
=

绿化率

35.0%<
=

绿化率

35.0%<
=

绿化率

绿化率
<=

20.0%

绿化率<
=15.0%

绿化率
<=

20.0%

出让
年限

70年

70年

70年

70年

50年

50年

50年

有无
底价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起始价
（万元）

6000

3300

4200

3660

1590

1330

1800

保证金
（万元）

3000

1650

4200

3660

1590

1330

1800

西华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拍卖公告
西华县网拍（2019）04号

初秋时节，走进济源市坡头镇泰
山村，屹立于山上的杜八联革命纪念
馆在绿树掩映下，庄严肃穆。“忠勇结
成杜八联，壮烈创建小苏区”两行大
字镌刻于纪念碑上，述说着峥嵘岁月
里革命烈士的英勇事迹。

8月 19日，济源市委党史研究室
主任张新武告诉记者，杜八联由杜年
庄、留庄、泰山、马住、蓼坞等8个村组

成，由于清末民国时期实行“里长”
“保甲”制度，8村联保，杜八联的名字
由此而来。

位于太行南麓和黄河北岸的杜
八联，不仅是太岳革命根据地的门
户，当地的河清、蓼坞两个黄河古渡
口也是北上晋陕、南下中原的交通要
塞。

1937年，杨伯笙、史向生等在家

乡杜八联地区组建了中共济源县委
领导的第一支群众武装——杜八联
抗日自卫团。

“村里家家户户几乎都出过革命
战士，这是宝贵的红色精神财富。”泰
山村党支部书记王法林说。

抗日战争期间，杜八联同沿黄河
北岸数十个村庄结成联防，形成了巩
固的敌后抗战“小苏区”，同日军作战

多达数百次，护送八路军干部 200余
人安全渡过黄河。

解放战争中，杜八联民兵同进犯
的国民党军作战上百次，使其始终未
能占领一寸土地。同时，他们还单独
或配合主力部队攻打坡头寨，炸毁敌
机，平息红枪会暴乱，为陈谢（陈赓、
谢富治）大军强渡黄河天险开路、护
航，立下赫赫战功，被誉为攻不破的

“河防堡垒”。
这片红色土地也充满了创新精

神。杜八联创造的“联防战”，与地雷
战、地道战一并列为中国民兵的三
大战法。当地群众使用的渡河葫
芦，被战士们发扬光大，打造出威震
四方的葫芦舟部队。石雷、土枪、榆
木炮……杜八联在自己的兵工厂制
造出多种实用武器。

1946年 8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
授予杜八联一面锦旗，上书“河防堡
垒，翻身英雄；保家保田，百战百胜。”
不仅如此，在当年8月23日出版的《新
华日报》（太岳版）上，还给予如此评
价：“济源的杜八联人民在反内战与保
卫胜利果实的自卫战争中，创造了人
民武装自卫斗争的英勇范例，堪称豫
北人民武装保卫河防的学习榜样。”

在杜八联革命纪念馆内，长矛、
土枪、葫芦舟等一件件实物勾画着战
争年代的硝烟烽火，闪耀着英雄们为
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艰苦奋斗
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

巍巍太行山，滔滔黄河水，天地
蕴正气。“济源是愚公故里，愚公移山
精神历久弥新。”张新武说，杜八联彰
显着一种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百折
不挠的精神，这种精神穿越时空，薪
火相传。

纪念馆讲解员李芬红介绍，自从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
以来，来杜八联革命纪念馆参观学习
的人更多了，“许多参观者说，重温这
段光辉历史，让初心守得更牢。”③9

□本报记者 张海涛 成利军

“当时，我们 100 米外 5 发子弹
要射中 3个瓶子。”8月 19日，济源市
坡头镇留庄村村民李花回忆。

今年 66岁的李花曾是留庄民兵
营的一名民兵。20世纪 70年代，她
和村里其他民兵一起，一手拿锄，一
手拿枪，平时是民，战时是兵，队列、
射击、游泳、爆破等训练课目样样在
行。今年 7月，李花作为老民兵代表
在“留庄英雄民兵营命名55周年”晚
会上表演了节目。

步入留庄英雄民兵营纪念馆，
“英勇顽强、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
于胜利”16个大字赫然映入眼帘，庄

严而肃穆。历史在这里凝固，静静地
向游客讲述着烽火年代留庄民兵英
勇战斗的故事。

留庄英雄民兵营是一支具有光
荣革命传统的民兵队伍，也是民兵武
装建设的突出代表。在抗日战争和
解放战争中，留庄民兵在党的领导下
联防抗敌，先后配合主力部队及单独
作战400余次，数次打退日伪军和国
民党军进犯，保卫了杜八联革命“小
苏区”，有力支援了陈谢（陈赓、谢富
治）大军强渡黄河，涌现出薛平华、李
传玉等一大批著名的民兵英雄。

1964 年，该民兵营被中共中央
中南局、武汉军区命名为“英雄民兵
营”，成为全国民兵建设的一面旗帜。

距离留庄英雄民兵营纪念馆不
远处，坐落着一座农家小院，这里是
薛平华家庭党史教育展馆。

薛平华的三个儿子，搜集、整理
了留庄民兵营战斗史资料，在父亲曾
经居住的旧居建设了家庭党史教育
展馆。

“为支援陈谢大军渡黄河，父亲
带领数十名葫芦队员在关阳渡口率
先渡过黄河，炸毁对岸敌堡，为部队
顺利渡河开辟了道路，后来被授予

‘特等民兵战斗英雄’荣誉。”薛平华
的三儿子薛京永对父亲当年的事迹
如数家珍。

新中国成立后，留庄村党支部继
承发扬光荣传统，积极响应党中央

“大办民兵师”的号召，巩固和壮大民
兵组织。留庄民兵在维护社会治安、
发展农业生产中，把不怕困难、勇往
直前的英勇气概和民兵组织的突击
作用、带头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

“当年村里为引黄河水上山而修
建黄河排灌站的时候，因缺少木材，
工期受阻，父亲把自己的棺木都捐了
出去。”薛京永说。

“打造革命传统教育基地，能为
子孙后代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也能让民兵精神发扬光大。”留庄村
党总支书记李东风说，近年来留庄民
兵多次临危受命，圆满完成了九里沟
大火救援、抗洪救灾等突发救援任
务。③9

黄河岸边“小苏区”
——探访济源杜八联革命根据地

人民武装的一面旗帜

杜八联革命纪念馆 ⑨6 张海涛 李茜茜 摄

□本报记者 张海涛 成利军

8 月 17 日，在汝阳县十八盘乡斜
纹村冰葡萄种植基地，当地农民正采
摘葡萄。该村党支部积极引进种植
130 亩冰葡萄，采取党支部+基地+农
户的模式，带动当地农民走上脱贫致
富路。⑨6 康红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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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八联民兵使用的过河工具
——葫芦舟 ⑨6 张海涛 李茜茜 摄

□本报记者 张海涛 成利军

初秋时节，济源市坡头镇泰山
村南面的杜八联党建主题公园内，
绿树成荫，波光粼粼，几条游船排列
有序。

2018年建成的杜八联党建主题
公园既是党员学习基地，也是泰山村
发展红色旅游的重要项目。

“我们这里有红色革命故事，有
碧水蓝天，还有核桃走廊，个个都是

‘聚宝盆’，游客来到这里都会流连忘
返。”8月 19日，泰山村党支部书记王

法林告诉记者。
泰山村的发展是坡头镇转型发

展的缩影。位于济源“南大门”的坡
头镇，是“世纪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
和国家重点工程西霞院水库所在地，
南隔黄河与洛阳相望。

坡头镇有着丰富的红色资源：杜
八联革命纪念馆、留庄英雄民兵营纪
念馆、济源南县委旧址……这里是接
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好去处。

为提高红色旅游的品质，今年坡
头镇在泰山村重新修建了河清渡
口。该渡口是黄河上著名的渡口，也

是当年皮徐（皮定均、徐子荣）支队横
渡黄河的遗址，在战争年代曾经发挥
过重要作用。

“当年忙碌的渡口已不再承担过
河的任务，但我们恢复重建了河清渡
口，可以让更多游客体验横渡黄河，
增加村民收入。”王法林说。

近年来，坡头镇着力打好“红”
“绿”两张牌，在发展红色旅游的同
时，坚持生态强镇，发展休闲农业、
康养旅游，让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
山。

由于地形多为丘陵，坡头镇因地

制宜，通过实施退耕还林，发展核桃
产业，打造出了万亩优质薄皮核桃基
地。随着泰山农业观光园、万佛山等
观光休闲农业项目的实施，南部的绿
色生态屏障逐渐建立起来，为旅游开
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眼下，坡头镇康养小镇项目正在
全力推进，占地 40余亩的坡头大院
美食街将于今年 11月开门迎客，依
山傍水的清涧水韵已渐成形……

昔日的革命“小苏区”，如今因浓
墨重彩描绘红色+绿色旅游新篇章，
走上了致富道路。③9

红色小镇的绿色新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