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记者

“绿海红歌”里感受乡村之美

“别看小孙子才 3岁,这已是第二
次到堂上村看大红旗(党旗)啦!”10月 3
日一早,家住北京市丰台区的郝红忠
带上一家老小5口人,驱车前往北京市
房山区霞云岭乡堂上村。

出京城向西,沿着风景如画的108
国道,就可直达群山环抱的堂上村。

进入村庄,960平方米巨幅金属材
质的党旗依山而立,鲜红耀眼。

停稳汽车,郝红忠抱着小孙子来
到党旗广场。“去年也是 10月 3日,小
孙子坐在大红旗前拍了张照片,今年
我们要再拍一张!”

2006年,堂上村建成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纪念馆新馆,开启红色
旅游,游客络绎不绝。堂上村党支部
书记罗广仓介绍,过去村里人靠挖煤
为生,现如今“绿海红歌”成为新的发
展目标,新的生活模式。

近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纪念馆被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
地。截至今年8月底,纪念馆已接待游

客13.3万人次。

农家院里游客多

“前几天全村的民宿都住满了,每天
忙到晚上十一二点。”国庆假期的火爆场
面,让韩光莹对发展乡村旅游充满信心。

韩光莹是河南新县田铺乡田铺大
塆“老家寒舍”民宿业主。河南新县位
于大别山革命老区,田铺大塆是县城
通往许世友将军故居的必经之路。

为留住客人,2015年开始,田铺大
塆大力整治村容村貌,发展乡村旅游。

2016年初,韩光莹从漂泊多年的
韩国归来,把自家旧宅修葺一新,取名

“老家寒舍”,他成为全村返乡创业发
展民宿第一人。“原来就想着离家近,

不用外出,挣个零花钱。”韩光莹说,没
想到村庄越来越美,游客越来越多。

如今,这里既有小桥流水人家,又
有工坊、茶馆、礼品店以及书屋、旅馆、
咖啡间。国庆假期,到村里来的车停
都停不下，许多城里的游客到此一游,
既能动手体验绣花鞋、鞋垫儿等传统
工艺品制作,也能感受田园风光。

在乡村旅游带动下,2018年 8月,
新县成为大别山地区首个脱贫摘帽的
贫困县,今年 9月,新县又成功入选首
批全国全域旅游示范区。

千年乡村古镇的火热复兴

千年古镇伯延镇,地处河北省武
安市城南。在这里,有 150 多座清末

老宅院。这里曾发生过“以县立帮”的
商界传奇。但多年来,这些古朴精美
的老宅少人问津,日渐萧条。

2018年 10月,伯延镇决定利用丰
富的商帮文化、古民居文化、红色文化
资源发展旅游业。经过建设修缮,古
镇于今年9月正式对外开放。

千年古镇的美食文化也非常丰富。
记者看到,1916年建成的一座徐氏宅院
现在被改造成民间风味“三道饭”的经营
场所。“三道饭”是当地祖辈流传下来的
农家席,先上7个凉菜,再来1个开席汤,
最后上炖肘子、红烧鱼等热菜。

据统计,国庆假期,古镇日均接待
游客数量约2万人次。“人气”的提升也
让村民们收入大涨。村民温卫素原先
一天收入也就 30多元,现在古镇卖特
色小吃,一天至少能赚200元。

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9年上半年全国乡村旅游总人次达
15.1 亿次,同比增加 10.2% ;总收入
0.86万亿元,同比增加11.7%。

“绿海红歌”、名将故里、老宅古
镇,正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一道道风
景,让更多的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8 日电 执笔记
者:骆国骏 王君璐,参与采写:余俊杰
李鹏 赵鸿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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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法首次提出政务

处分概念,并以其代替“政

纪处分”,将其适用范围扩

大到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

职人员。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8 日电(记
者 朱基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
员政务处分法(草案)》10月 8日在中
国人大网公布,面向社会征求意见。

10月 8日全文公开的政务处分
法草案分为 7 章,包括总则,政务处
分种类和适用,违法行为及其适用的
处分,政务处分的程序,复审、复核、
申诉,法律责任和附则,共66条。

根据草案说明,政务处分是对违
法公职人员的惩戒措施。监察法首
次提出政务处分概念,并以其代替

“政纪处分”,将其适用范围扩大到所
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制定政
务处分法,将监察法的原则规定具体
化,把法定对象全面纳入处分范围,
使政务处分匹配党纪处分、衔接刑事
处罚,构筑惩戒职务违法的严密法
网,有利于实现抓早抓小、防微杜渐,
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公职人员
队伍。

草案明确了政务处分主体。规定
处分决定机关、单位包括任免机关、单
位和监察机关,并明确两类主体的作
用和责任;明确了党管干部,依法依
规,实事求是,民主集中制,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等5项政务处分原则。

草案规定了政务处分种类和适
用规则。设定了警告、记过、记大过、
降级、撤职、开除 6种政务处分。相
应的处分期间为:警告,六个月;记
过,十二个月;记大过,十八个月;降
级、撤职,二十四个月。受到开除处

分的,自处分决定生效之日起,解除
其与单位的劳动人事关系。

草案规定:“公务员以及参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
在受处分期间,不得晋升职务、职级
和级别;其中,受到记过、记大过、降
级、撤职处分的,不得晋升工资档
次。受到撤职处分的,按照规定降低
职务、职级和级别”“有中国共产党党
员身份的公职人员受到撤销党内职
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的,
应当依法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草案严格规范政务处分程序,对
处分主体的立案、调查、处分、宣布等
程序作了明确规定。考虑到有的公
职人员在任免、管理上的特殊性,草
案规定,对各级人大(政协)或者其常
委会选举或者任命的人员给予撤职、
开除政务处分的,先由人大(政协)或
者其常委会依法依章程罢免、撤销或
者免去其职务,再由处分决定机关、
单位依法作出处分决定。

草案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11月 6日。

新华社北京 10 月 8 日电 应美
方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
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
头人刘鹤将率团访问华盛顿,于 10
月 10日至11日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
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举行新一轮中
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中方代表团主要成员包括商务

部部长钟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
纲,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宁吉喆,
中央财办副主任、财政部副部长廖
岷,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工业和信
息化部副部长王志军,中央农办副主
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商务部
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
文。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8 日电 持
续 5个多月的北京世园会将于 10月
9日闭幕。北京世园会组委会8日在
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通报,这场国际园艺盛会累计接待入
园游客934万人次。

北京市副市长、北京世园会组委
会委员、执委会副主任王红介绍说,北
京世园会在503公顷土地上营造百余
个风格迥异、形态多样的“园中园”,同
时保留和新增树木23万棵,荟萃国内
外园艺精品 8000 多种,集中展示了
820多种蔬菜、果树、中草药,生动诠
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

中国花卉协会会长、北京世园会

组委会副主任委员、执委会执行主任
江泽慧说,展会期间共组织了牡丹芍
药、月季、组合盆栽、盆景、兰花、菊花
国际竞赛和世界花艺大赛7项室内花
卉专项竞赛。

本届世园会也成为国际文化交
流互鉴的重要平台。其间,共举办
3284 场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涵盖
国家日、荣誉日、省区市日、世界民族
民间文化等,促进了绿色产业合作和
多元文化交流。

据了解,北京世园会闭幕式定于
10月9日晚举行,多国政要、国际参展
方、全球工商界人士、园艺界知名专家
等将出席闭幕式。

1977年 8月,邓小平主持召开科
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重启关闭 10
年之久高考之门的序幕,就在这次会
议上拉开了。

座谈会上,一些高校代表说,不
是没有合格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
招生制度招不到合格人才。发言引
起邓小平高度重视,他果断决定,恢
复高考招生制度就从今年开始。

邓小平在有关高等学校招收新
生文件的送审稿中,对高考招生的政
审条件作了大段删改。他明确指出:
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
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教育部制定

了《关于 1977 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
的意见》。当年 10月,这一意见由中
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并通过,并得到国
务院批准。10月 22日,《人民日报》
刊登报道,向全国人民正式公布恢复
高校招生考试制度。

1977年冬天,570万年龄参差不
齐的青年走进了高考考场。这次考
试规模之大,不仅创造了中国教育史
上的最高纪录,亦堪称世界之最。

1978年春天,27.3万名高考制度
恢复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踏进了大学
校园。中国重新开启高考之门,预示
着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时代的
来临！ (据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外交
部发言人耿爽8日就不久前美国休斯
敦火箭俱乐部总经理涉港错误言论及
此后NBA总裁相关言论作出回应。

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中国
驻休斯敦总领馆已经就休斯敦火箭
俱乐部有关人士的错误言论向对方
提出了严正交涉。中国篮球协会以
及休斯敦火箭队的中方合作伙伴也
都相继发表了声明。

“我想中方的立场已经非常清楚
了。另外,我建议你去关注一下普通
中国民众对此事的反应和他们的态
度。”耿爽说,“跟中方开展交流与合作,
却不了解中国的民意,这是行不通的。”

有记者问及,NBA 如想恢复同
中方的关系，他们应该怎么做?

“NBA与中国开展交流合作已经
有相当长的时间了,下一步应该怎么
说、怎么做,他们心里最清楚。”耿爽说。

刘鹤应邀赴美
举行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北京世园会今日闭幕

入园游客累计934万人次

外交部谈NBA事件

跟中方交流合作须了解中国民意

重启高考之门

政务处分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拟设定6种政务处分种类

在魅力乡村“望山见水留乡韵”
——国庆假期乡村旅游气象新

蓝天白云碧水青山、乡村道路通畅整洁、农家小院瓜果飘

香……金秋时节,“望山见水留乡韵”的美丽乡村吸引着越来越

多的城里人度假休闲。

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调研时指出,“发展乡村

旅游不要搞大拆大建,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把传统村落改造

好、保护好”,“依托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和绿色生态资源发展

乡村旅游,搞活了农村经济,是振兴乡村的好做法”。

总书记关心的百姓身边事

10月8日,演员在《乐动敦煌》中表演。近日,一部展现敦煌古乐文化的大型
演出《乐动敦煌》在兰州与观众见面。该剧借助音乐、影像、灯光、舞美道具等,结
合真人演艺,还原了敦煌音乐、舞蹈、壁画等盛景画卷。 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 摄

《乐动敦煌》再现敦煌古乐文化

一、河南理工大学“双一流”
建设暨建校 110 周年座谈会时
间

河南理工大学“双一流”建设暨
建校 110 周年座谈会时间定于 2019
年 10月 20日。

二、河南理工大学“双一流”
建设暨建校 110 周年座谈会标
识及释义

该标识设计取形于河南理工大
学经典建筑——焦作工学院工程馆
（建于 1934 年），将工程馆建筑造型
提炼概括，取意于汉字“一百一十”，
耐人品味，彰显了学校的历史地位、
文化特色，传承了学校 110年历史文
脉。标识取势于“真”字，与学校“勤
勉求是”学风相契合，寓意 110 年办
学历程中，学校师生探索真理、勇攀
高峰的价值追求。标识色彩采用深
色中国红，既彰显学校深厚的历史文
化底蕴，又营造出欢乐祥和的喜庆气
氛。

三、河南理工大学“双一流”
建设暨建校 110 周年座谈会专
题网

河南理工大学“双一流”建设暨
建校 110 周年座谈会专题网于 2019
年 2 月正式上线，网站设有公告、新
闻、校园导览、校友风采、理工记忆、
祝福理工、影像理工等栏目，以图文

并茂的形式，勾勒出学校 110周年的
恢宏办学历史和事业发展的辉煌成
就，展现了历代理工人的精神风貌，
突出了与海内外校友的密切互动，展
示了学校建设国内一流特色高水平
大学的奋斗历程和新时代的使命追
求。

网址为：http://xq110.hpu.edu.
cn/index.htm

四、河南理工大学“双一流”
建设暨建校 110 周年座谈会联
系方式

联系单位：河南理工大学“双一
流”建设暨建校 110周年座谈会活动
筹备办公室（明德楼 209室）

联系人：李晓红 彭磊
传真：0391-3987039
网址：
www.hpu.edu.cn
电子信箱：
xiaoqing@hpu.edu.cn

通信地址：
河 南 省 焦 作 市 示 范 区 世 纪 路

2001号
邮政编码：454000
110 年栉风沐雨，春华秋实；110

年砥砺奋进，芝兰满庭。座谈会期
间，学校将举办包括办学成就展、“煤
矿智能开采与岩层控制国际学术论
坛”等一系列学术活动、校友会换届
大会、理事会换届大会、企业家座谈
会、校友联谊会等主题活动，总结办
学经验、展示历史成就、汇聚各界力
量、共谋美好未来。值此“双一流”建
设暨建校 110周年座谈会来临之际，
学校再次发出诚挚邀请，欢迎海内外
校友相聚母校、畅叙友谊、齐绘蓝图，
热忱期盼社会各界朋友相约理工、共
襄盛举、同谱华章！

特此公告，敬祈周知。

河南理工大学
2019年 10月 9日

河南理工大学河南理工大学““双一流双一流””建设暨建校建设暨建校110110周年座谈会公告周年座谈会公告
（（第二号第二号））

座谈会标识

千里太行，逶迤南下；九

曲黄河，滔滔东流。河南理工

大学秉承名山胜水之磅礴大

气,开创中国矿业高等教育和

河南现代高等教育之先河,以

崇高的理想信念、深厚的历史

积淀、独特的文化品格、坚毅

的使命追求，在历史的长河中

不忘初心、砥砺奋进、逐梦前

行、勇创辉煌。2019 年 10

月，在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70华诞之际，河南理工大学

将迎来建校 110周年，届时学

校将召开“双一流”建设暨建

校 110 周年座谈会。110 周

年既是一座里程碑，更是一个

新起点。拥抱新时代、奋进新

征程,河南理工人将以更加坚

定的自信、更加饱满的热情、

更加充足的干劲、更加顽强的

精神承载继往开来的希冀与

向往、彰显世纪学府的光荣与

梦想。

自 2019 年 1 月 30 日学

校第一号公告发布以来，广大

海内外校友和社会各界朋友

对学校“双一流”建设暨建校

110周年座谈会热切关注、鼎

力支持、积极参与，座谈会各

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座谈会

的具体时间、相关标识、专题

网站、联系方式、主题活动等

业已确定，为了方便广大校友

和社会各界朋友参与座谈会

活动，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

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