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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探访中原“红色地图” 25

1940 年 8 月，我华北军民

在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的指

挥下，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百团

大战，沉重打击了侵华日军的

嚣张气焰。日军随后调集重兵

疯狂报复，对我华北抗日根据

地实施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

为打破敌人的封锁，1941

年 6月，八路军总部在林县（现

林州市）任村设立豫北办事

处，1942 年 5 月，冀鲁豫军区

在内黄县设立沙区办事处，并

在两地之间建立了诸多地下交

通网点，形成长达 300 多里的

“红色交通线”，办事处工作人

员凭借惊人的智慧和勇气，或

传递重要情报，或转运军用、

民用物资，或护送重要领导

人，将华北地区抗日根据地连

为一体，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

大贡献。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遂旺 本报通讯员 张晓霞

地处黄河故道的内黄县，素有“沙区”之
称。10月 26日，记者在内黄县委党史研究
室原主任张怀恩的陪同下，前去探访冀鲁豫
军区沙区办事处旧址。

沙区办事处位于内黄县井店镇杨河道
村。在村东头，张怀恩指着一座粉刷成全白
色的二层楼房说：“原来沙区办事处就在这
儿办公。老房子上下10间，混砖结构，有多
个小格窗，屋内有木制楼梯，房前还有一个
100多平方米的小院。2000年春天，主人将
老房子拆掉，新盖了这座楼房。”

1941年，随着太行、冀鲁豫、苏北等抗日
根据地的相继建立，各根据地的人员往来、物
资转运、情报接送、文件报刊的传递等日益频
繁。日伪在平汉铁路两侧和我根据地的边沿
挖封锁沟，修碉堡，筑高墙。1942年 5月，八
路军冀鲁豫军区为加强根据地间的往来，在
杨河道村设立了沙区办事处。从此，这个办
事处成为对敌斗争的军事秘密机关。

谈到选点时，张怀恩介绍：“杨河道村群
众基础好，距卫河有七八里，距平汉铁路 60
多里，便于秘密交通线的畅通。”起初，秘密交
通线是从杨河道村出发，经草坡渡口、北五
陵、任固、辛村等地，到达林县豫北办事处。
随着过往人员的增多，八路军又在淇县设立

办事处，开辟了西经汤阴、浚县、淇县，从林县
南部进入太行根据地的另一条交通线。

“1942年 9月，刘少奇从华中经山东去
延安，骑毛驴来到沙区办事处，以山东大学
教授的身份由沙区办事处主任王乐亭护送，
过卫河冲破敌占区封锁，经豫北办事处顺利
抵达太行根据地。”张怀恩说。

1945年 8月抗战胜利后，沙区办事处随
之完成历史使命。

在那艰苦的岁月里，除了承担护送、情
报传送等任务，沙区办事处还要将棉花、粮
食、食盐等物资运往各根据地。该办事处仅
采购子弹就有200多万发，还采购了大量电
池、药品，保障了部队的物资供应。③8

任村，是林州市北部太行山里一个不起
眼的小山村。但抗日战争时期这个村庄却远
近闻名，八路军豫北办事处曾在此办公，这里
成为太行革命根据地对敌斗争的桥头堡。

10月 26日，记者驱车由林州市区一路
向北，沿起伏山路行驶约25公里，向西北一
拐便到了任村。

“现在的任村是任村镇政府所在地。八
路军豫北办事处旧址就在村里的一个小巷
内。”陪同采访的林州市委党史研究室负责
人杨玉东，一边引路一边介绍情况。

“当年，任村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北部山
区为太行革命根据地，南边不远就是敌占
区。1941年 6月，为打破敌人对根据地的封

锁，八路军总部决定在任村设立豫北办事
处，办事处主任叫王百评。”

“成立之初，豫北办事处由八路军副总参
谋长左权直接领导，后由滕代远领导。办事处
的任务主要有三项：一是在敌占区开展统战工
作，二是打通太行根据地通往冀鲁豫和冀南抗
日根据地的交通线，三是搜集敌占区情报。”

边听边走，不知不觉，由南向北走进一条
青石铺就的狭长胡同，胡同尽头是古老破旧的
院门，门楣上方的牌匾上书写“八路军豫北办事
处旧址”几个大字。这是个坐东朝西的四合院，
庭院约有70平方米，青堂瓦舍，砖石整齐。在
此居住的老人叫张江成，今年83岁。老人说，
办事处旧址为他家老宅，北院办公，南院开会，

当年人来人往，神秘莫测，五六岁的他只依稀记
得一些事，多数都是后来才弄清楚的。

杨玉东向记者详细介绍了豫北办事处的
历史。按照八路军总部的要求，办事处承担
着一系列重要任务，他们将上级对冀南、冀鲁
豫根据地的指示秘密传达各地，指导对敌斗
争；收购根据地山货，悄然转卖到城市，换回
电池、药品、弹药等急需物资，打破敌人经济
封锁；为获取重要情报，斗智斗勇，巧妙周旋
于敌伪头目之间……在极其隐蔽的地下战
线，虽不见刀光剑影、战火硝烟，但敌我之间
的殊死较量，同样残酷激烈、惊心动魄。

“作为一条重要的‘红色交通线’，豫北
办事处东连沙区办事处，西达革命圣地延
安，抗战时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此，
毛泽东曾在延安接见了王百评，对豫北办事
处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杨玉东说。

豫北办事处随着抗战结束而撤销，但办
事处交通员护送人员的传奇故事却传诵至
今。为护送人员，交通员们乔装打扮，神出鬼
没，出生入死，不辱使命。1943年至1945年
间，他们先后护送人员1万多人次，其中既有
我党的高级干部，也有心向革命的青年学生。

1943年11月，新四军军长陈毅由安徽到
延安，在交通员的护送下，通过安阳敌占区，落
脚在豫北办事处。渡卫河、过平汉铁路、跨越
敌占区……回想起途中的一幕幕，陈毅诗兴
大发，挥笔写下《长相思·冀鲁豫道中》一阕：

山一程，水一程，万里长征足未停，太行
笑相迎。

昼趱行，夜趱行，敌伪关防穿插勤，到处
有军屯。③9

峥嵘岁月今犹在
——八路军豫北办事处旧址探访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本报通讯员 刘俊强

沙区的红色印迹
——冀鲁豫军区沙区办事处旧址探访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本报通讯员 刘俊强

村口，一条 20米宽的柏油马路穿行而
过。路两侧，灰白色小楼整齐漂亮；临街门面
房里，百十家店铺笑迎八方来客；村委会外的
广场上，十多名妇女正挥舞扇子，排练舞蹈。

10月 26日，记者来到林州市北部的任
村镇任村，只觉道路宽阔、屋舍俨然，一派
安乐祥和的气氛。

“228 省道从村头穿过，原来由于道路
狭窄，路况较差，并没给村里带来多少好
处。2008 年，5 米宽的路面一下子拓宽到

20米。交通便利了，货运、商贸生意骤然好
了。”村民冯太存在这里开了 20多年店，卖
服装也卖粮油。几年前，他从村内挪到村
口，“客流量大，一年能卖十来万块钱。”

2019年，任村硬化北环路东延、南环路
东延共计 632米路面，修整村内 5米宽的巷
道 15条。路通了，环境也要美起来。今年
任村安装了 192盏路灯，照亮群众的“夜生
活”；对村委会大院进行升级美化，绿化面积
990平方米；修建了一个污水处理厂，日处
理200多吨污水。

基础设施完善了，老百姓赚钱致富也容

易了。目前任村 1800多户、6700 多口人，
其中 300 多人开店做生意，100 多人搞运
输，近千人外出干建筑。

村民谷丙丁今年 88岁，他所住的院子，
曾是八路军开办的德兴商贸货栈旧址。抗
战时期，八路军在这里把太行山区的花椒、
核桃运出去，换成根据地急需的电池、印刷
机、枪支弹药等。

谷丙丁说，那时候，成队的骆驼“叮叮当
当”，踏着小路来村里拉货。谁成想，70多
年后，这里路宽景美，百姓生活从“羊肠小
道”迈入了“康庄大道”。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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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羊肠小道”到“康庄大道”

（上接第一版）朝阳社区要求每个村民代表每月
至少把分包的15户村民走访一遍，并在月末例
会增加学习环节，切实提高村民代表的水平和
素质。与此同时，为鼓励村民代表提出优质的
提案，朝阳社区推出积分奖励制度，积分可成为

“先进村民”“先进家庭”等荣誉的“加分项目”，
提高了村民代表的积极性。

不光村民代表有提案，党支部也要有提
案。陈来胜说，村民代表提出的大多是生产生
活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很少涉及经济发展等“前
瞻性”“引领性”的大事。在朝阳社区，每次月末
例会村里都要向村民代表汇报工作，同时拿出
提案与村民代表共同商议，使之成为村民代表
提案的有机补充。

4年多来，“村民代表提案制”更成了推动
朝阳社区发展的平台。村里通过招商引资引来
13家企业，集体收入从零增长到去年的近 300
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也从 2015年的 7000多
元，增加到 2018年的 2万多元。社区运用“村
民代表提案制”，为群众解决红白理事大厅、智
能充电大棚、广场塑胶地面等大问题 50多项，
小问题不计其数。

全县遍地开花

“村民代表提案制”是新乡经济开发区张青
村经过30多年摸索和实践，形成的一套农村社
会治理工作机制。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张青村创办集体经济
时，为化解矛盾，密切干群、党群关系，让群众推
举出 19名村民代表，组成“村民议事会”，规定
凡涉及群众利益的问题，干部与“村民议事会”
一同商量一起决议。此后“村民议事会”逐渐发
展成“村民代表提案制”。

得益于“村民代表提案制”，张青村实现了健
康稳定发展，村集体资产已达5000万元、年收入
超220万元，二、三产业年收入已超亿元，村民享
有十几项福利，80%的农户住上了新村别墅，干
群关系融洽，2011年该村被评为“全国文明村”。

“‘村民代表提案制’，能及时发现解决群众
生产生活中的矛盾与问题，增强基层组织的凝
聚力和战斗力，很好地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和
经济发展。”新乡县委书记申乐民说，2015年，
新乡县委在调研中发现了“村民代表提案制”并
进行了完善规范，开始在全县有序推广。

今年以来，通过开展专项提升行动，“村民
代表提案制”已在新乡县 178个行政村全面推
行，共收集村民代表提案 2000余条，有效解决
1500多条。其他需要长期解决的提案，也都已
制定了解决方案。③9

选出代表交提案
村民欢喜笑开颜

本报讯（记者 石可欣）10 月 28日，《中国
产业新城发展报告（2019）》出版暨推进产业新
城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郑州轻工业大学举行。

《中国产业新城发展报告（2019）》，是国
内产业新城领域首部蓝皮书，又称《产业新城
蓝皮书》。该书由省社科院城市与环境研究所
和郑州轻工业大学产业与创新研究中心联合
创研，围绕“推进产业新城高质量发展”，多维
度、全方位研究和探讨了产业新城高质量发展
的相关问题。

蓝皮书指出，产业新城呈现出数量与规模
不断增长、整体竞争力持续增强、行业参与主体
愈加多元、开发运营模式更加成熟等特点，在发
挥城市功能与作用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随着
城镇化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关键领域改革的
政策红利不断释放以及统筹区域发展的协同效
应逐步显现，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推进产业新城
发展的必由之路。

围绕产业新城的高质量发展，蓝皮书提出，
以强化产业支撑为导向推动产业链式和集群式
发展，以提升承载力为导向推动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设施完善，以融入都市圈为导向推动新
型城市建设，以打造文化内核为导向推动文化
建设，以宜居宜业宜游为导向推动生态建设和
环境改善。③8

国内首部产业新城
领域蓝皮书发布

八路军豫北办事处旧址②10 张利庄 摄

温县集聚区近年来取得稳定发
展，规划面积21.3平方公里，入驻企业
312家，全省综合排名由 2010年的第
101位上升到2017年的第28位，进入
了全省产业集群发展30强，先后被评
为“科技部中国创新驿站河南省区域
站点”“河南省二星级产业集聚区”。

该集聚区打造了三大产业，装备
制造产业：装备制造产业以电力机械、
农机装备、矿用装备为主，现有企业
86 家，主营业务收入占全区比重的
35.4％。食品加工产业：食品产业以
四大怀药、调味料为主，现有企业 41
家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占 全 区 比 重 的
21.9％。智能定制家居产业：规划面
积1500亩，现有企业 54家，涵盖家具
机械设备、门窗衣柜、木材板材、厨具
卫具、五金刃具加工等全链条企业，产
品包括整体橱柜、衣柜、板式家具等几
大系列上百个规格品种，形成了具有
国内先进水平的家具配套产业，实现
年产值20亿元，税收0.8亿元，主营业

务收入占全区比重的10.4％。
在全省集聚区“二次创业”背景

下，温县集聚区按照“五规合一、四集
一转、产城互动”的发展要求，实施“一
核四梁八柱”发展战略，推动产业集聚
区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由
规模数量扩张向高质量效益转变，实

现更高层次的转型升级。
该集聚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焦海

东介绍，“一核”即坚持“高质量发展这
一核心”。在指标体系上，省考核的12
项指标力争全部进入全省前三十名，
在焦作六县（市）产业集聚区排名稳四
争三。在建设运营上，通过更优质的

服务和更高效的管理，促使同仁堂、大
咖食品等20个项目快建设、快投产、快
见效。在转型升级上，通过骨干企业
培育、智能化改造、法人素质提升等工
程，对现有传统企业进行改造，力争培
育税收超千万元的企业达到10家、税
收超 500万元的企业达到 10家、税收
超100万元的企业达到40家。

焦海东说，“四梁”即突出“四个
抓手”。一是突出招商引资。牢牢把
握“去哪招、招什么、怎么招、凭啥
招”，力争新引进高新技术企业 5-6
家、国内 500 强企业 1-2 家、上市公
司 1 家，为产业集聚区发展备足后
劲。二是突出项目建设。坚持“项目
为王”主基调，全年计划实施 100 个
项目，总投资 163亿元。三是突出规
范管理。健全完善网格化管理体系，
实行以局办负责人为网格长、包企业
干部为责任人的责任制，实现全区项
目建设、企业服务、环境保护、安全生
产、形象提升等工作“一网通办”。四

是突出服务提升。按照业务工作制
度化、规范化、流程化的理念，细化内
部工作程序和外部办事流程，推行

“零停留”办公、“零关系”办事、“零利
益”服务，实现企业办事“最多跑一
次”和“一次办妥”。

“八柱”即实现“八个突破”。通过
强化党建引领、强化机制保障、强化督
查落实、强化调查研究、强化廉政建设
等措施，力争在招优引强、项目建设、
分类管理、土地利用、管税引税、效益
提升、优化环境、转型升级等八个方面
实现突破，实现更高层次的转型升级。

在该战略指引下，温县产业集聚
区成绩可喜，1-7月份，该集聚区 102
家规模以上企业完成主营业务收入
154.8 亿元，同比增长 21.4%；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 41.2 亿元，同比增长
22.1% ；税 收 2.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9.5%；固定资产投资 51.7亿元，同比
增长 2.8%；从业人员 26496 人，同比
增长2.9%。

夯实“四梁八柱” 实现高质量发展
——访温县产业集聚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焦海东

温县产业集聚区成立于2006

年，规划面积 21.3平方公里。目

前入驻企业 312 家，规模以上企

业 102家，主导产业为装备制造、

食品加工和智能定制家居行业。

先后获得河南省“十快产业集聚

区”“二星级产业集聚区”“知名品

牌示范区”“新型工业化示范基

地”等荣誉称号，跨入了全省产业

集群发展30强，综合实力排名全

省第28位。

温县集聚区创新优势明显，

拥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3家，

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7家，设

立院士工作站3家。

□本报记者 李保平

集聚区入驻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