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次听郑院长以亲身经
历讲述，感觉特别感动和
震撼。作为青年，我们永
远都不能忘记那些可歌
可泣的烈士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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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伯、二伯牺牲在长征路上，
我们只能遥望祭奠；下雨天，父亲
在家打草鞋时，哼起了红歌，唱着
唱着就不禁会掉下眼泪。”

11月 1日上午，河南大学民生
学院大礼堂座无虚席，院长郑逢斌
以亲身经历，为全院 1000 多名师
生代表讲述了感人至深的大别山
红色故事。

作为河南大学软件工程一级
博士点牵头人，郑逢斌多次参与研
发国家级重点项目，科研成果广泛
应用于民航、军事、农业。作为学
者，郑逢斌以自己的辛勤耕耘得到
了业界认可；作为管理者，他在河
南大学民生学院转型发展关键时
期勇做先锋，对学院各项工作进行
大刀阔斧的改革。

熟知郑逢斌的人都知道，学计算
机专业出身的他，身上带有浓厚的科
学精神：实事求是、勇于创新。“我的
这个劲头，也源于我的另一个特殊
身份——红军后代。”郑逢斌说。

郑逢斌讲述了父辈与同村红
军战士在革命路上的真实经历。

“很多战士火线入党，打仗冲在最
前面，入党后不到 24 小时就牺牲
在战场上。所有党员从入党的一
刻就抱着必死的决心，他们为了革

命信仰，为了祖国和人民甘愿这么
做，这就是最动人的革命精神！”

“我们家在新县一个普普通通
的小山村，只有 10多户。几乎每
家门前都挂有醒目的‘烈属光荣’
门匾。”郑逢斌说，“我家是两个门
匾，而有的一家人为了革命全都献
出了宝贵生命，连挂‘烈属光荣’门
匾的机会都没有了。”

郑逢斌还深情地讲述了红军
长征的故事，阐释了以“信念坚定、
顽强奋斗、求实创新、牺牲奉献、勇
于担当”为内涵的大别山精神。

这堂不同寻常的课，深深打动
了在场师生。“以前只在书本上和影
视剧中看到革命故事，这次听郑院
长以亲身经历讲述，特别感动和震
撼。作为青年，我们永远都不能忘
记那些可歌可泣的烈士。”2019级
学生李源鑫表示。③4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11月 1
日，记者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获悉，11月河南省人才交流中心
将举办多场专场招聘会。

11月招聘活动由主题招聘会
和专项招聘活动两大部分组成，一
是举办各类主题鲜明的特色专场
招聘会，除举办营销人才专场招聘
会、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成长性企
业专场等品牌招聘会外，还结合当
前市场特点及热门需求，举办不同
专业的专场招聘会，打造多元、高
效的就业服务模式；二是启动第七
届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
河南人才市场现场招聘会专项活
动，根据用人单位对各专业人才的
需求，精准邀约、精准筛选，确保岗
位与毕业生专业相匹配，有效破解

招聘匹配度不高的难题。
11月招聘活动面向毕业生的

专场招聘活动共有 3 场，11 月 29
日将举办河南省大中专毕业生专
场招聘会，11月 8日、22日将举办
第七届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
业生河南人才市场现场招聘会，3
场招聘会预计为毕业生提供近万
个就业岗位。11月 13日将举办市
场营销、电子商务、化工制药、仪器
仪表专业人才专场招聘会。11月
27日将举办能源化工、生产制造、
交通运输、建筑房产行业专场招聘
会。为满足营销人才供需两旺的
态势，11月 6日、20日举办河南省
营销人才专场招聘会；为帮助中小
企业招才纳贤，11月 15日举办河
南省成长性企业专场招聘会。③5

本报讯（记者 栾姗）11 月 1日，省发
展改革委、省地方金融监管局、中国人民
银行郑州中心支行、河南银保监局在郑州
召开了河南省 2019年重大项目融资对接
会，面向金融机构推介重大项目 1457个，
总投资 1.1万亿元，融资需求 5899亿元。

据介绍，此次推介的重点项目涵盖了
国务院确定的补短板和专项债券重点领
域，突出了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领域
和薄弱环节，如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
交通项目、棚户区和老旧小区改造等。

省发展改革委主任何雄说，这些项目
符合新发展理念、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
符合国家确定的补短板和专项债券重点
支持方向，已纳入各级重大项目建设计
划，部分项目已列入到重点项目，可以享
受国家和省相关配套政策支持。下一步，
省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单位进一步完
善政银企合作对接机制，持续为银企合作
搭好平台、建好机制、抓好落实、搞好服
务，推动银企良性互动，推进项目顺利实
施。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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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11 月 1日，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截至当天，
我省已播种小麦 8328 万亩，占预计面
积的 97.6%，已出苗 6663万亩，麦播基
本结束。今年全省小麦播种质量较高，
已出苗小麦苗齐、苗全、苗匀，冬前麦田
管理正陆续展开。

作为全国小麦生产第一大省，今年
我省小麦面积继续稳定在 8500万亩以
上，与上年持平。小麦品种布局合理，
主导品种突出，优质专用小麦持续发

展。麦播前，省农业农村厅将 1350 万
亩优质专用小麦指导性种植计划下达
市县，并从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中统
筹 1.6 亿元安排优质小麦生产基地建
设，配套 1.6 亿元全程社会化服务化资
金，支持 40个县建设优质小麦示范县，
每个县建设示范区10万亩，开展单品种
连片种植、标准化生产和订单生产，示
范带动全省优质专用小麦布局区域化、
生产标准化、经营规模化、发展产业化。

据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小麦播期与

常年大致相当，全省小麦播期相对集中
在10月 12日—24日，其间共播种7264
万亩，占预计面积的 85%，日平均进度
约560万亩。

为做好小麦播种，今年我省组织
省农业农村厅、省农科院、河南农业大
学等单位专家成立 18 个小麦专家督
导组强化技术指导，对各地科学选用
品种、合理施肥、加强病虫防控等关键
技术进行指导督查。“今年墒情适宜，
各地播种质量较高，基本实现一播全

苗。小麦适期播种，一定程度上能避
免冬前旺长和病虫害发生。”省小麦产
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河南农业大学
教授王晨阳介绍。

当前，全省冬前麦田管理已陆续展
开。农业专家建议，各地要根据小麦出
苗、长势情况和气象条件，指导服务群
众做好麦田管理，依据苗情分类管理，
及时防治病虫草害，做好应急减灾措
施，确保小麦安全越冬，为来年小麦丰
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③4

听院长讲“大别山”的红色故事

本月多场招聘会等你来

破解融资难“搭台”补短板

我省向金融机构推介千余重大项目

今年麦播基本结束
播种质量较高 已出苗小麦苗齐苗全

霜降过后，三门峡市陕州区甘山国家森林公园层林尽染。漫步其间，游客不仅能欣赏到万山红遍的美景，还能
偶遇林间飞舞的精灵——红腹锦鸡（10月30日摄）。

红腹锦鸡又名金鸡，是我国的独有鸟种，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红腹锦鸡扎堆的甘山国家森林公园总面
积12万亩，森林覆盖率达98%。近年来，这里的红腹锦鸡越聚越多，数量已超过3000只，逐渐成为红腹锦鸡的重要栖息
地。⑨3 文/本报记者 陈慧 图/任雷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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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月 1日电 正当
全国人民为实现跨世纪的目标而奋
力前进的时候，1997年 2月 19日，
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
计师邓小平逝世，全国各族人民陷
于极大的悲痛中。中国共产党能否
继续沿着邓小平开辟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引起国内外
的广泛关注。

对此，江泽民代表中共中央明
确宣告：更高地举起邓小平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
帜，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
是我们党中央领导集体坚定不移的
决心和信念，也是全党全军全国各
族人民的共识和愿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
在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的同时，逐步创立了
邓小平理论。党的十四大提出了

“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的概念，并系统论述了这

个理论的科学意义和主要内容，确
立了这一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1997 年 9 月，党的十五大召
开。大会首次使用“邓小平理论”
这个科学称谓，把这一理论作为指
引党继续前进的旗帜。江泽民指
出：邓小平理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
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
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基本
问题，因而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
展的新阶段。大会通过的《中国共
产党章程修正案》把邓小平理论确
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

党的十五大在世纪之交的关键
时刻，继承邓小平遗志，高举起邓小
平理论伟大旗帜，承前启后、继往开
来，明确回答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
代化建设继续向前发展的一系列重
大理论问题，从思想上、政治上、组
织上为我国的跨世纪发展提供了根
本保证。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河南日报网 http://www.henandaily.cn 手机报移动用户发送HNZB至10658000订阅（3元/月不含通信费） 社址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邮编 450008 值班室 65796114 传真 65796306 印刷河南日报印务中心 准予广告发布登记的通知书 豫市管广登字（2019）001号 零售 1.50元

服务业项目

总投资
1227亿元
融资需求
439亿元
包括平顶山内陆
物流港等项目

143个

制造业项目
193个

总投资
1263亿元
融资需求
484亿元
包括华锐光电第
五代薄膜晶体液
晶显示器等项目

农林水利
项目

总投资
741亿元
融资需求
358亿元
包括引江济淮
工程等项目

88个

能源项目

总投资
526亿元
融资需求
371亿元
包括洛宁抽水蓄
能电站等项目

38个

交通项目

总投资
1829亿元
融资需求
1123亿元
包括郑济高铁
郑州至濮阳段
等项目

67个

城镇基础
设施项目

总投资
1311亿元
融资需求
817亿元
包括郑州综合交
通枢纽东部核心
区地下空间综合
利用工程等项目

277个

生态环保
项目

总投资
710亿元
融资需求
420亿元
包括南湾湖水
环境综合治理
等项目

193个

棚户区和老旧
小区改造项目

总投资
2661亿元
融资需求
1411亿元
包括正阳县美
丽乡村等项目

235个

社会事业和民
生改善项目

总投资
885亿元
融资需求
476亿元
包括南阳市中
心医院新区医
院等项目

223个

信 息 专 栏
欢迎投稿：0371-55623361 邮箱：hnrbxxzl@126.com 今年以来，郑州市金水区北林

路办事处纪工委立足工作实际，多
措并举全面加强日常监督，有力促
进了各项工作规范有序开展。不
断加强党风廉政教育。结合“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等，多
形式、全方位、持续性地开展思想
宣传教育工作，进一步引导广大党
员干部牢固树立廉政意识，筑牢思

想防线。健全体制机制。把坚持
制度建设作为加强党员干部日常
监督管理的重要保证，健全完善监
督制度体系，形成科学有效的监督
机制。强化社会监督。完善群众
监督举报渠道，畅通网络监督举报
渠道，让党员干部在群众监督、舆
论监督、社会监督下工作和生活，
做组织信任、群众满意的好干部。

（刘雅丽）

加强日常监督 营造良好氛围

为基层党员干部定制“廉政套餐”

今年以来，淮阳县纪委监
委精心组织谋划，出实招抓落
实，让廉政教育成为基层党员
干部的“必修课”。听警示教育
大会，以案肃纪，警钟长鸣。将
警示教育课堂搬到各乡镇文化
广场，定期召开基层党员干部
警示教育大会，集中通报近期
查处的基层党员干部违纪违法
典型案件，用“身边人”“身边
事”强化警示教育。抓基层组
织建设，完善制度，堵塞漏洞。
组织村级党员干部轮流到廉政

体系建设先进村组进行学习，
让村级班子在“四议两公开，两
审一监督”制度的框架下履职
用权，用制度规范办事流程，用
制度管控权力行使，用制度防
控工作风险。观廉政文化公
园，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组织
乡镇党员干部、村三委班子到
淮阳县“廉园”参观学习，让党
员干部接受廉政文化的洗礼，
立足岗位，充分发挥先锋模范
作用，恪守初心使命，更好服务
于广大群众。（邵赟 丁晓晓）

南阳镇平玉都司法所全面
参与深入网格化社会治理工
作。充分认清推进网格化工作
的现实意义，踏实工作，融入网
格，做到全民动员，扫黑除恶

“一网打尽”；以人为本，为民服

务“一网情深”；党建引领，社会
治理“一网无遗”。全力深化落
实创新网格化社会治理工作，
使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
持续。 （仝德顺）

近日，新乡封丘县审计局组织全局干部职工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通过观看《缅怀永远的烈士》纪录片，让大家
感受革命先辈坚贞不屈的精神，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会议指出，
首先要重温历史，力求做到让每位同志都了解“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的内涵，要努力坚持尽自己所能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其次在工作中要坚持贯彻“信念坚定、业务精通、作风务实、
清正廉洁”十六字方针；最后在新时代的浪潮中，要牢记初心使命，
推进审计工作的新担当、新作为。要在对党忠诚、信念坚定的前提
下，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真正做到“自重、自省、自警”，不断加强自
身修养，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高曼 孙玮）

为扎实推进“以案促改”工作，驻马店汝南县三桥镇对“以案
促改”工作的贯彻落实提出以下几点要求：逐步完善规章制度，
按规定推进“以案促改”工作的进行，让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做
到“心中有数”；选取典型案例进行深刻剖析，引导干部进行对照
反思，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价值观，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做到防
微杜渐、警钟长鸣；班子成员要坚持以上率下，主动剖析、带头整
改，抓好分管范围内以案促改工作，把“一岗双责”落到实处，确
保以案促改取得实效。 （张华玉）

全力推动网格化社会治理工作

开展主题教育集中学习研讨会

多举措推进“以案促改”工作

许昌市魏都区东大街办事处
以典型案例为重点，以案倒查，采
取有效措施，确保以案促改工作
取得实效。发挥理论学习的指导
作用。每月开展廉政知识学习，
学习政治理论知识和纪检监察业
务知识，以理论指导工作、推动工
作。发挥典型案例的震慑作用。
结合办事处发生的侵害群众利益
的 1起典型案件，召开机关和社
区干部集中警示教育大会，涉案

人员现场作检查，干部代表发言，
起到很好地教育震慑。发挥科级
干部的示范作用。16 名科级干
部带头推进以案促改，带头联系
分包社区、落实工作任务、敢于担
责，真正为群众服好务、办实事、
办好事。发挥专题生活会的“治
病”作用。结合典型案例和警示
教育大会，召开以案促改专题民
主生活会，认真查找问题，扎实有
效进行整改。 （杨永晓）

发挥“四个作用”推动以案促改

根据《河南省收费还贷高速公
路管理中心服务区“百区创星”行
动实施方案》文件要求，河南和鼎
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濮鹤濮阳
服务区全面推进百区创星工作，将
于2019年 11月 4日 8:00至 11月
29 日 8:00 进行贯通车道改造施
工，届时，将关闭濮阳服务区东、西
两区，两区餐厅、便利店、客房、加
油站、加气站、汽车维修站将暂停
经营，服务区绿通站将暂停验货。

特此公告。

2019年 11月2日

河南和鼎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
濮鹤濮阳服务区关于贯通车道路面
改造施工期间暂行关闭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