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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1955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
建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地方——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布成立。到1965
年，加上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成立的
内蒙古自治区，我国一共建立了五个
民族自治区。

在统一共和国的框架内实行民族
区域自治制度，是新中国的一项基本
政治制度。在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共同纲领》时，考虑到我国汉族
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各民族呈现出“大
杂居、小聚居”的特点，中共中央决定
在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
结互助……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
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各少数民族
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
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
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1952
年2月政务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对民族自治
地方的设立及行政地位做了规定。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一整套符
合实际的民族政策的实施，为处于游
牧状态的少数民族定居下来过上文
明幸福的生活提供了条件。世世代
代游猎的鄂伦春人，建立了定居地，
快乐地搬进了新房。长期过着老林
栖身、兽皮遮体、野果充饥悲惨生活
的苦聪人，走出林海，落户定居。

为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政务院
于 1950年 11月通过了《培养少数民
族干部试行方案》和《筹办中央民族
学院试行方案》。1951年 6月 11日，
中央民族学院正式开学，各地也都建
立起民族学院。少数民族干部源源不
断地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经过党和政
府的努力，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
型民族关系开始形成，民族地区的社
会经济文化都有了很大进步。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据新华社沈阳 9 月 13 日电 在
辽宁省锦州市辽沈战役纪念馆英烈
馆里，一张女英雄的照片常常引起参
观者驻足。在艰苦的战争岁月，她女
扮男装 5年之久，为中国人民解放事
业出生入死，屡建奇功，被誉为“现代
花木兰”。她就是著名小说和电影
《战火中的青春》的主人公“高山”的
生活原型、特等女战斗英雄郭俊卿。

郭俊卿，1931年出生在辽宁省凌
源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45年，为
了给被地主害死的父亲报仇，她隐瞒
真实性别，又将年龄报大两岁，用假名
郭富参军。先后任通信员、警卫员、班
长、连队文书和副指导员。

郭俊卿到部队后，政治思想觉悟
提高很快，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她在
入党申请书中写道：“为人民服务就
要服务到底。为完成党的任务，就要
不怕流血牺牲。”1947年 6月，她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

1948 年初，郭俊卿调到东北野
战军某部三连四班任班长。不久，平
泉战斗打响。她带领的四班作为突
击班，担负夺取城东第二道山梁的重
任。当时，全班只有十来支老式步枪
和几十颗手榴弹，战士大都是初上战
场的新兵，而面对的是装备精良的60
多个敌人。战斗开始后，郭俊卿摇着

红旗冲在最前面。战斗中，跑在她身
边的副班长中弹牺牲。她高喊着“为
副班长报仇”，带头冲上山梁。敌人
发起了反冲锋，她带领战友同敌人展
开白刃格斗，最终取得胜利。郭俊卿
因为指挥机智勇敢，立了功。团里还
给四班颁发了“战斗模范班”锦旗。

为了不暴露女儿身的秘密，5年
中，郭俊卿从不脱衣睡觉，也从不和
大家一块上厕所、洗澡。1950 年 4
月，因劳累过度，郭俊卿生病住进医
院，这才暴露了她的真实性别。同年
9月，她作为特等女战斗英雄，出席了
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
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
人的亲切接见。大会结束后，她作为
中国青年代表团成员出访苏联，受到
莫斯科东方大学学生的热烈欢迎。回
国后，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

毕业后，根据组织安排，郭俊卿
转业到地方工作，先后担任过山东省
青岛第一服装厂厂长、山东省曹县民
政局副局长等职。1981年离休后在
江苏省常州市定居。1983年 9月病
逝于南京。

凌源市红色收藏展览馆馆长祁
迹说，郭俊卿的一生是英雄的一生。
她不计功名的人生态度，为后人树立
出崇高而又朴实无华的榜样。

中华民族大家庭

郭俊卿：屡建奇功的“现代花木兰”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8 月初以
来，各地各部门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
狠抓“三散”治理，目前成效如何？下一
步工作重点有哪些？9月11日，在开封
市举行的全省“三散”治理工作现场会
传来好消息，由于采取有效措施，全省
空气质量明显改善，8月份全省颗粒物
月均浓度同比下降10个百分点以上。

8月份所有省辖市PM10
全部达标

监测显示，8 月份，全省 PM10、
PM2.5月均浓度分别为52微克/立方
米、27 微克/立方米，同比分别下降
10.3%、15.6%，优良天数 21天，达到
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好水平。

据统计，8月份所有省辖市PM10月
均浓度全部达标，除焦作外其他省辖市
PM2.5月均浓度均达标。115个县（市）
中，PM10达标113个，达标率98.3%；

PM2.5达标111个，达标率96.5%。
据介绍，所有省辖市 PM10月均

浓度全部达标，在月度统计中也是第
一次出现。

“三散”治理取得初步成效

监测数据改善，反映出我省“三
散”治理成效，当天会议通报了我省
有关治理工作进展。

“散乱污”企业整治取得明显成
效。8月 6日以来，全省新排查认定
2345家“散乱污”企业，正按照大气污
染防治攻坚暨“三散”治理专题工作
会议确定的原则逐家进行整改。省
公安厅组织排查厂房院落等 1.5万余
处，查处“黑加油站点”279家、“黑加
油车”131辆，查扣油品223.8吨。

“散尘”治理水平不断提升。目前
全省规模以上工地有8289个，安装在
线监控监测设备的有7555个，安装率
91%。城市建成区建设绿地超过
4500公顷、整治绿地裸露地面 70万
平方米。郑州、开封、焦作、漯河、周
口、南阳等市强化扬尘治理措施，加大
对建筑工地、秋收扬尘、渣土运输车辆

管治力度，强化了“散尘”治理效果。
“散煤”污染得到有效管控。各

地加大对煤炭产、销、用环节监管力
度，组织开展燃煤散煤治理专项行
动，出动执法人员 3.6万人次，排查行
政村（社区）2.3万个次，检查商户、居
民户 6.3万户次，取缔散煤销售、加工
点 88家，拆除散煤设施设备 134台，
查扣散煤运输车辆26辆，抽检洁净型
煤产品 36 批次，查处各类违法案件
58件，罚没劣质散煤237.9吨。

其中，郑州市动作迅速，已全部
完成了燃煤“双替代”任务。开封市
扎实推进集中供热和燃煤“双替代”
改造，实现全域禁煤。

下一步五大工作重点确定

当天的会议上，省有关负责人指
出，“三散”治理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但还存在工作开展不平衡、“散乱污”
企业整治不到位、扬尘治理标准还不
高、散煤治理还需加强等问题和不
足，下一步要做好五大重点工作。

强力推进“双替代”改造。今年
全省要完成“双替代”改造 200万户，

其中“电代煤”180万户，“气代煤”20
万户，各地各部门要采取有效措施，
加大力度，确保按时完成目标任务。

持续抓好“散乱污”企业整治。
全面彻底排查“散乱污”企业，实行动
态清零，严防“死灰复燃”。

全面加强散煤专项整治。在散煤
生产销售、运输、使用上加强监管，严
厉查处生产加工劣质散煤的小窝点、
小作坊以及违法散煤销售点，对燃煤
茶浴锅炉、燃煤大灶、经营性小煤炉等
散煤设施设备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突出抓好扬尘治理。提升治理标
准，推行“以克论净、深度保洁”作业模
式，扎实开展城市清洁行动及交通、施
工工地、矿山扬尘治理，强化工业“散
尘”治理、农机作业扬尘治理、秸秆禁
烧、生活垃圾处理、餐饮油烟治理，优
化整合道路交通网络，切实抓好烟花
爆竹禁燃禁放。

切实抓好秋冬季污染管控。实
现涉气企业全覆盖，实施绩效分级管
控，采取差异化减排，合理确定保障
类企业，强力推进工业企业治理，落
实移动源减排。③9

□本报记者 张建新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也是
平顶山市实现高质量发展、综合实力重
返全省第一方阵的关键之年。作为全
国重要的能源化工城市，平顶山市在安
全生产工作方面有哪些创新举措，“防
风险、除隐患、保平安、迎大庆”攻坚行
动成效如何？9月12日，记者对平顶山
市常务副市长摆向阳进行了专访。

摆向阳介绍，近年来，平顶山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
产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
牢牢把握安全发展大局，始终把安全
作为城市建设、经济发展的基本红线，
始终把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作为第
一要务。从建立完善监管体制机制入
手，狠抓各类主体责任落实，积极探索
创新长效机制。聚焦生产安全、度汛
安全、消防安全、城市安全、食品安全

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
专项行动，今年 1月至 8月，全市事故
起 数 和 死 亡 人 数 同 比 下 降 66% 和
84.6%，保持安全生产形势整体稳定。

强化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建设。按
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
须”要求，认真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
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制定出台
《关于健全完善安全生产长效机制的
意见》，以市委、市政府名义下发《党委
政府及有关部门安全生产工作职责》，
明确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对安全生
产负总责，将安全生产作为一项政治
任务和头等大事来抓，进一步细化实
化属地的管理责任、部门的监管责任
和企业的主体责任，完善部门间联合

执法信息共享、区域协同机制，构建横
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体系，做到安
全生产监管不留死角、不留盲区。

扎实开展专项行动。研究出台行
动方案，从应急管理、住建、交通、公
安、消防等部门抽调业务骨干，成立

“2+9”行动工作组，开展集中办公，制
定企业风险隐患、交办督办、领导责
任、验收销号“四张清单”，逐个建立工
作台账，对完成情况日会商、周协商，
切实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手、整改不
到位不罢休、不获全胜不收兵，有力保
障了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创新提升安全生产监管水平。以
实施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和智能化改造
为重点，推动安全生产技术手段和管

理模式创新。在全市危化企业中开展
结对帮扶活动，大型省管危化企业结
对帮扶若干家中小型危化企业，骨干
企业实行常态化应急值守制度，提升
全市危化领域安全水平。在安全生产
监管的最前沿，推行“安全伙伴”制度，
重点生产环节、班组、岗位上的职工结
为伙伴，互相监督、互相提醒、使监管
责任落实到最小单元。强制推广动态
安全风险承诺日公告制度，所有危化
企业每天进行高风险作业前，必须由
主要负责同志签署《安全生产承诺书》
并上报安全生产监管部门。

摆向阳表示，安全生产只有起点，没
有终点。下一步，将紧紧围绕防范遏制
事故发生这个中心，以“防风险、除隐患、
保平安、迎大庆”专项行动为主线，严格
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强化双重预防体系
建设、狠抓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遏制重特
大事故发生，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③5

“三散”治理成效初显，上月全省颗粒物月均浓度同比下降10个百分点以上

8月“气质”同期最佳

创新监管措施 推动安全发展
——访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摆向阳

·
防风险除隐患保平安迎大庆

中秋出行
保畅通

9月 12日，为确保节
日期间中原路网枢纽安
全通畅、旅客运输平稳有
序，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
有限公司郑州桥工段的
干部职工强化线路设备
检修，为铁路安全运输夯
实基础。⑨3 李中华 摄

司法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将于 2019 年 9 月 29 日

10 时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 10

时（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淘宝网司

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驻

马店市辖区白桥路南段东侧

京广铁路西侧，不动产权证号

为（2016）驻马店市不动产权

第 0000750 号、0000751 号、

0000752 号的三宗土地及地

上附属物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第二次），详情请关注（网址：

http://sf.taobao.com/

law_court.htm?spm=

a213w.3064813.0.0.Wm-

DlVt&user_id=

1991614219，户名：河南省郑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年9月 12日

债权催收公告

驻马店市超真印务制版

有限公司：

驻马店市超真印务制版

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在中原银行驻马店分行借

款 170 万元。截至 2019 年 9

月 12日欠我行逾期贷款本金

1700000 元 ，贷 款 利 息

85408.42 元。现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法释（2008）11号相关

规定，发布催收公告，限以下

借款人驻马店市超真印务制

版有限公司、保证人河南嘉裕

新材料有限公司、徐文勇、徐

小勇及葛平书，到中原银行驻

马店分行履行还本付息义

务。否则，我行将依法诉讼清

收。

联系电话：

0396-2882995 王先生

中原银行驻马店分行

2019年9月 12日

债权催收公告

驻马店市德裕量贩连锁

有限公司：

驻马店市德裕量贩连锁

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22

日在中原银行驻马店分行借

款 600 万元。截至 2019 年 9

月 12日欠我行逾期贷款本金

5800000 元 ，贷 款 利 息

891741.8 元。现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法释（2008）11号相关

规定，发布催收公告，限以下

借款人驻马店市德裕量贩连

锁有限公司、抵押人河南德裕

置业有限公司及保证人张德

裕，到中原银行驻马店分行履

行还本付息义务。否则，我行

将依法诉讼清收。

联系电话：

0396-2882995 王先生

中原银行驻马店分行

2019年9月 12日

本报讯（记者 黄晖）9 月 13日，
2019工银信用卡郑州网球公开赛因
连日阴雨而推迟的比赛终于得以进
行，多场焦点战也有了结果。

女子单打第二轮，擅长正反手暴
力攻击的法网女单冠军、拉脱维亚

“天才”少女奥斯塔彭科，与同样以强
攻压制打法见长的两届大满贯女双
冠军得主、白俄罗斯姑娘萨巴伦卡展
开壮观的“对轰大战”。最终，奥斯塔
彭科在发球环节的 10个双误，成为
她输掉比赛的关键因素，0∶2，两个世
界女子网坛“97后”新星的首次较量，
以奥斯塔彭科落败告终。

另一场引人注目的女子单打比
赛，由硕果仅存的中国“金花”郑赛赛
对阵美国选手里斯克，后者首轮就淘

汰了三届大满贯女单冠军得主科贝
尔。本场比赛郑赛赛有点慢热，首
个发球局连丢 4 分遭破发，并很快
以 0∶3落后。不过中国“金花”迅速
调整了状态，在 3∶5落后的情况下挽
救盘点连下 4局，7∶5拿下首盘。第
二盘郑赛赛没有给里斯克太多机会，
6∶3结束战斗，以 2∶0战胜对手顺利
晋级八强，这也是她继上月在圣何塞
夺冠之后再次跻身顶级赛八强，显示
出良好状态仍在延续。

在女双赛场上硕果仅存的中国
“金花”韩馨蕴也继续高歌猛进，她和
澳大利亚老将亚当萨克组成的跨国
组合在首盘和次盘均连得 5局，最终
以两个 6∶3击败荷兰组合科霍芙、索
芙斯，挺进女双四强。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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