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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小平

伴着新时代的坚实脚步，我们迎
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0周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国少年先锋队
建设、亲切关怀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对少
年儿童提出了一系列殷切希望和要求，为
做好新时代党的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方
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近年来，河南少先队组织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在教育部门和社
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教育引导全省近
1237万名少先队员听党话、跟党走，为
中原更加出彩时刻准备着。

紧抓思想引领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教诲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中国少年先
锋队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时，
寄语全国各族少年儿童要“从小学习做
人、从小学习立志、从小学习创造”。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河南少先队组织
开展“喜迎十九大——我向习爷爷说句心
里话”等主题教育活动，引领少先队员从小
学习做人；印制少年报出彩专刊、制作《数
说河南》宣传片，展示改革开放以来我省经
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引导少先队
员从小学习立志；开展创建“动感中队”等
活动，引领少先队员从小学习创造。

突出实践教育
争做出彩好队员

童年是心灵的故乡，童年的实践
体验将影响人的一生。

河南少先队组织不断创新工作思
路和方式，以思想引导为灵魂，坚持开
展实践活动，让少年儿童在实践活动
中学会担当和尽责。

组织开展“争做新时代好队员”“奋
斗精神代代传 争做出彩河南人”等主
题活动，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脑入
心；围绕“三大攻坚战”开展“城乡少年

手拉手”等，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开展具
有河南特色的“英雄中队”“少年军（警）
校”创建活动，通过时代感和体验性更
强的实践活动，吸引队员们广泛参与。

纵深推进改革
激发组织活力

少先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战略预备队。新时代，做好少先队工
作必须坚持和依靠党的领导，坚持保
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的根
本要求，坚持全团带队，以少先队员为
中心，团教协作、队教协同，不断将少
先队改革引向深入。

《河南省少先队改革实施方案》下发
后，省少工委召开省第六次少代会，选举
产生中国少年先锋队河南省第六届工作
委员会，完善了省级少工委领导机制；推
动市、县两级少工委和学校少工委建设，
加强基层少先队组织建设；巩固中小学
少先队组织基础和团队衔接工作，加强
校外和社区少先队阵地和组织文化建
设；创新少先队教育和活动方式，通过充
分发挥少先队组织作用、加强“网上少先

队”建设等，更好地服务少年儿童快乐生
活、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强化政策保障
服务少年儿童

完善政策保障机制，是确保少先队
事业健康发展的基石。省委出台《关于加
强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意见》，对少
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进行制度性安排；团
省委与省检察院签署《关于合作开展关
爱未成年人创建未检品牌活动的意见》，
以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为载体，促进少年
儿童健康成长；团省委联合省民政厅开展

“情暖童心”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六个一”
工程，为200家省级示范性儿童之家配
备志愿者，让留守儿童获得更多关爱。

70年风雨兼程，70年奋斗不止。
在新的长征路上，全省各级少先队组
织将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在共青团的带领和教
育部门的支持下，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努力开创少先队工作新局面，让星
星火炬在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
篇章中放射光芒。③5

本报讯（记者 陈小平）今年
10月 13日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
队 70周年纪念日。重温入队誓
词、讲述红色故事、唱响红色歌
曲……10月12日上午，“‘红领巾
心向党 争做新时代好队员’——
传承红色基因 担当复兴重任”河
南庆祝少先队建队 70周年示范
主题队日活动在新县英雄广场举
行。团省委、省少工委相关负责
同志及新县的少先队员、辅导员
代表等共1200余人参加活动。

当天的活动分为“走进红色
大别山”“争做新时代好队员”“歌
唱祖国”三个篇章，少先队员们以
诗朗诵、快板、演讲、歌曲等方式，
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对少先队的
热爱，庆祝建队70周年。少先队
员们表示，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的殷切嘱托，了解党的故事、革命
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弘扬大别山
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为中原更加
出彩时刻准备着。

据悉，为庆祝中国少年先锋
队建队70周年，今年建队纪念日
期间，按照全国少工委的统一要
求，我省各地中小学校少先队将
集中开展“红领巾心向党 争做
新时代好队员”主题队日活动。
各地围绕开展“习爷爷教导记心
中”国旗下讲话、“我和红领巾的
故事”分享会、少先队基本知识和
标志礼仪教育、“我为新中国唱首
歌”等活动，以分享会、经典诵读、
歌咏比赛、手抄报或绘画等形式，
教育引导广大少先队员听党话、
跟党走，用实际行动将红色基因
一代代传下去，争做新时代好队
员。③5

□本报记者 代娟

对面是近百名毛庄村的村民，身后
就是亟待播种的麦田。10月 11日下
午，过了寒露时节的新乡县朗公庙镇毛
庄村有些冷。可在村东北的文化广场
上，新乡市委党员电教中心推出的《专
家来了》大篷车节目火热启动，首期邀
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获得者、著
名小麦育种专家茹振钢为乡亲们上冬
小麦种植与管理现场互动课。

“今年老天帮忙，前几天下的雨，
为老乡们备了小麦种植最重要的‘龙
头水’，省了浇地的人力、财力不说，墒
情还特别好，大家可得抓紧整地、施
肥、不能浇水、准备播种，10月 15日以
前种上，明年高产的可能性就更大！”
茹振钢跟乡亲们打个招呼，就直接进
入主题，“以前咱豫北的冬小麦播种时
间一般在 10月上旬，如今随着气候的
变化，施播期推迟到了中旬，超过 20

日播种，产量就可能降低喽！”
“您是育种专家，咱小麦能不能高

产，还得看品种。咱农民朋友想知道，
咋选品种不会出错？”主持人问。

“种子是内因。种子选不好，再好
的地也长不出好庄稼。豫北地区要选
择早播不怕冻的半冬性品种，不仅要
高产，还要注意抗倒伏、抗病虫害。”茹
振钢说，“还有重要的一点，要好吃

啊！过去总想着要吃饱，如今大家想
着要吃好。像咱们的百农 4199，含有
35种香气物质，蒸出来的馒头能吃出
幸福感、吃出妈妈的味道！”风趣幽默
的话语逗笑了全场。

“还有百农 207也是不错的品种。
想种做面包类的强筋小麦的乡亲，中麦
578、郑麦 379、新麦 26这几个品种很
不错。但有一点，强筋小麦容易受冻，
比常规小麦晚一周播种更好，这样它发
育得慢、长得稳、长得壮，才好过冬。不
然，品质不高，麦子也卖不出好价钱。”

“茹教授，我来得晚，想问问：种小麦
时肥料该咋上才科学？”70岁的李梦婷
忍不住举手问。老伴儿和孩子们都在附
近上班，身体硬朗的她基本包揽了家里
七八亩地的种植。“种麦子有最重要的三
茬水：播种前的底墒水、11月中旬的分
蘖扎根水和来年的返青水。肥料也不是
越多越好，要根据一亩地所需要的量，六
成作为播种前的底肥，三成用在冬季上

冻前，最后一成用在麦苗返青时。”
“良种+良法，配套才高产。”茹振钢

说，“小麦播种得越均匀，长势会越好！
均匀的小麦分蘖好，麦穗长得大又壮，你
让小麦高兴，小麦自然高产，所以我们要

‘讨好’小麦呐！总之，希望大家今年‘冬
天枕着油馍睡’，明年有个丰收年！”

当天的《专家来了》大篷车节目，
让现场的村民很受益。新乡市委党员
电教中心全程录制后，当晚就紧急剪
辑制作，准备次日上传当地党员干部
现代远程教育平台和相关网站、微信
公众平台，并通过全市 3642个村级党
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终端接收站点组
织群众收听收看，及时把握冬小麦最
佳种植和管理时机。

据新乡市委党员电教中心主任罗
强介绍，下一步，中心还将邀请专家讲
解白菜种植、平菇种植等，结合群众需
求，在线服务农民、助力农民增收和乡
村振兴。③9

为中原更加出彩时刻准备着
——河南少先队工作综述

相关新闻

庆祝少先队建队
70周年活动举行

10月 12日，焦作市解放区幸福街小学的少先队员们在展示“童心向党”主
题手抄报。当日，该校举办庆祝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0周年主题队会活动，教
育少先队员听党话、跟党走。⑨3 李良贵 摄

“专家大篷车”开进田间地头

下一步，中心还将邀请专
家讲解白菜种植、平菇种
植等，结合群众需求，在
线服务农民、助力农民增
收和乡村振兴。

10月 12日，“情定中原 缘聚绿
城”郑州市职工集体婚礼在郑州市总
工会举行，来自全市各个行业的 41
对新人在亲朋好友的祝福和见证
下情定终身，留下令人难忘的记忆。
据悉，郑州市总工会已连续 5 年为
172对职工新人举办集体婚礼。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特别的缘分
让我们成为一家人

□本报记者 任国战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也是
安阳市努力完成“一个重返、六个重大”
目标任务，建设新时代区域性中心强
市，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就安
阳市如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加强
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建设，强力推进“防
风险、除隐患、保平安”行动，确保全市
安全生产持续稳定，10月 9日，记者采
访了安阳市市长靳磊。

靳磊介绍，安阳市委、市政府历来
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近年来，他
们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
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不断强化安全生产红线意识，扎实
做好安全生产领域各项工作，全市安
全生产形势持续平稳。

为进一步筑牢安全底线，最近安
阳市主要采取了几项措施。

坚持预防为主，除隐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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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拉网式检
查，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出台
《隐患登记销号制度》《事故隐患交办制
度》等“钢十条”规定，形成隐患排查登
记、挂牌督办、交办、整改销号闭环机
制。抽调住建、交通、公安等 9家重点
单位相关人员成立专班，集中办公。建
立日统计、周协商、月通报工作制度，全
面推进专项行动的开展。

加强风险管理，控源头。大力实施
安全发展战略，做到建设项目安全生产
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

同时投用。完善产业政策，对高危行
业，严格规划准入、规模准入、工艺设备
准入，强力淘汰落后产能和工艺装备。
加强招商引资、上项目安全审核，存在
重大安全隐患的坚决停止。严格执行
周边安全避让管理，留足留够安全距
离。全面推行安全风险隐患双重预防
体系建设，通过工艺严防、设备严控、人
员严管、过程严治，推动安全生产源头
管控，全面提升企业本质安全、职工行
为安全、园区公共安全防控水平。

持续打非治违，严执法。坚持严
字当头，以“铁手腕、铁面孔、铁心肠”
惩治负面典型，对非法生产经营建设
和经停产整顿仍未达到要求的，一律
关闭取缔，对非法经营建设的有关单
位和责任人，一律按规定上限予以经
济处罚，对非法生产经营建设的单位，
一律责令停产整顿，发现一起、打击一
起、处理一起、严惩一起。

突出责任落实，强监管。严格落
实《关于明确市领导安全生产责任分
工的通知》《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安全
生产工作职责》，切实把属地管理责
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层层
压实，织密、织实安全生产责任网。

靳磊表示，下一步，安阳市将以“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契机，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批示精
神，进一步提高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底线
意识和责任意识，时刻保持居安思危的
警醒和忧患，狠抓隐患排查整治，全力推
进“防风险、除隐患、保平安”行动，全面
提高应急能力水平，坚决遏制各类事故
发生，为人民群众撑起生命绿荫。③4

·
防风险除隐患保平安

牢记初心使命 筑牢安全底线
——访安阳市人民政府市长靳磊

10 月 11日，河南油田采油一厂职工通过手机学习陈俊武先进事迹。大
家纷纷表示要立足岗位，对标先进，建立新功。⑨3 庞先斌 摄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10月 9日，
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获悉，2018年度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
量监测与评价结果公布，在全国 818
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中，我省
的邓州市、桐柏县 2县（市）生态环境
质量变好，其余县生态环境质量保持
稳定。

据介绍，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是指
承担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风固沙和
生物多样性维护等重要生态功能，关系
全国或较大范围区域的生态安全，需要
在国土空间开发中限制进行大规模高
强度工业化城镇化开发，以保持并提高
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的区域。目前，全国
共有 818个县域纳入国家重点生态功

能区，其中河南有12个。
2018 年度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与

评价显示，818 个县域生态环境质量
基本稳定的有 647个，占比近八成；生
态 环 境 质 量 变 差 的 有 93 个 ，占 比
11.4%；生态环境质量变好的有78个，
占比 9.5%。其中，我省邓州市、桐柏
县生态环境质量变好。

省生态环境厅有关负责人介绍，邓
州市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明显，当地还成
功创建了邓州湍河国家湿地公园，较
好完成污染减排任务。桐柏县生态环
境保护管理成绩突出，农村环境综合
整治较好，成功创建国家生态示范区、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产业准入负面清
单落实情况全部通过认定。③4

2018年度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
质量监测与评价结果公布

邓州桐柏环境质量改善明显

本报讯（记者 王平 实习生 周玉
琴）10月 12日，河南省（第二届）健康
科普能力大赛总决赛在郑州举办。经
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比拼，河南省人
民医院的申鹏获得金奖，濮阳市妇幼
保健院的暴宝龙等 4人获得银奖，河
南省洛阳正骨医院的廉杰等 5人获得
铜奖，漯河市卫健委等 5家单位荣获

“健康科普贡献奖”。
本次大赛在国家卫健委宣传司、

健康报社、全国 12320 管理中心的指
导下，由省卫健委、省科技厅、省总工
会、省科学技术协会、河南日报报业集
团联合主办，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大
河健康报社、河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
宣传教育中心、河南省健康管理学会
联合承办。为期三个月的比赛，吸引
了全省6000多名医务人员踊跃参与，
经过初赛、区域赛、复赛层层选拔，最
终10名选手晋级总决赛。

今年 6月，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
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将“健
康知识普及行动”列为专项行动之首，
强调“把提升健康素养作为增进全民
健康的前提”。近年来，我省把健康促
进工作列入全省卫生健康“十大提升
工程”，扎实开展“健康中原行·大医献
爱心”专项行动，每年健康巡讲超万
场，使全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从 2013
年的3.7%提高到2018年的14.38%。

省卫健委主任阚全程表示，我们
将以此次大赛为契机，做细做实健康
知识普及行动，真正让群众会防病、少
生病，提高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为健
康中原建设鼓劲，为健康中国建设添
彩。出席本次大赛的国家卫健委宣传
司司长宋树立希望河南再接再厉，围
绕“健康中国行动”，做好科普顶层设
计，营造全员科普氛围，打造科普宣传
平台，做好“健康河南”建设。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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