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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胜扫黑除恶收官年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娟 本报通讯员 王玉贵

7月7日，本报以“一封寄不出去的感谢信”为题，报道了西峡县两
名现役军人在车祸中挽救20多名乘客的生命，后又默默离去的故事。
获救客车司机连日来多方查询，希望能将感谢信交给两位子弟兵。7月
15日，英雄终于找到了！西峡县人武部政委曹军一行将这封热情洋溢
的感谢信和一面写着“临危不惧 舍己救人”的锦旗送往解放军某部。

6月 12日下午，南阳宛运集团西峡分公司客车司机魏普顺驾车
从西峡县城驶向桑坪镇，途中客车与一辆大货车相撞，危急关头，车
上两位年轻人挺身而出，通过车窗转移乘客，并冒着生命危险救出了
多处骨折的魏普顺。

魏普顺把满腔感激化成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如果没有你们的
挺身而出，在重型货车川流不息的分水岭路段，后果不堪设想。危难时
刻，两位军人坚定逆行、义无反顾，你们无愧为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由于两人施救后就悄悄离开了现场，魏普顺遗憾地说：“我连向他
们道谢的机会都没有，这封感谢信也不知道该寄向哪里！”

几经周折，西峡县人武部了解到这两位年轻人均是该县石界河
镇回乡休假的现役军人，一位叫金川，22岁，是解放军某部综合保障
营汽车连战士；另一位叫徐廷华，22岁，是四川武警自贡支队机动中
队战士。该县人武部迅速与两位战士所属部队取得了联系，曹军带
着西峡客车站领导及司机家属赴金川所在的部队，送去了锦旗和感
谢信，也送去了浓浓的军民鱼水情。

金川说：“作为汽车连的一员，雷锋精神一直激励着我，让我在关
键时刻作出正确的选择，今后我将再接再厉，扎根军营建功立业，为
家乡人民增光添彩！”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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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终于送达的感谢信

□本报记者 石可欣

“大伙知道什么是黑恶势力吗？”“‘村霸’属于什么性质，有什么
危害？”日前，在登封市少林街道办事处杨家门村举行的一场法治宣
讲活动现场，郑州市司法局的普法志愿者们抛出这些问题后，迅速吸
引了不少群众。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省司法行政系统始终把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作为重大政治责任扛在肩上，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深入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法治宣传。

扫黑除恶究竟应该怎样宣传？省司法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全省
司法行政系统将四个关键词注入到扫黑除恶法治宣传中。

关键词一：植根基层。省普法办、省司法厅把专项斗争法治宣传
教育纳入《普法教育工作要点》，作为年度法治宣传工作重要内容进
行安排部署。充分发挥基层司法所和人民调解组织、村（居）法律顾
问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在开展法治宣传、化解矛盾纠纷、提供
法律服务中，有针对性地宣传扫黑除恶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引导群
众大力支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全省各地司法行政机关不断深化法律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
学校、进企业、进医院、进景区、进监所、进宗教场所等活动。郑州市司
法局组织工作人员进伏羲山景区、绿东村社区、省直三院、河南工程学
院等地，大力宣传扫黑除恶相关法律法规；内黄县司法局组织17个司法
所加大对易受黑恶势力引诱、拉拢的青少年、外来务工人员等重点人员
和建筑、运输、餐饮业以及娱乐休闲场所等重点区域的法治宣传力度。

关键词二：营造氛围。全省各地司法行政机关组织法律服务工
作者深入村居、社区等，通过设立法律咨询台、开设法治讲堂、发放宣
传资料等形式，广泛深入开展扫黑除恶相关法律、政策的宣传。

据统计，全省共展出宣传展板3.6万块，悬挂宣传标语、横幅4万
条，宣传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有关政策和规定，宣传扫黑除恶的重大意
义和取得的重大成果，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营造浓厚的法治氛围。

关键词三：抓好重点。全省司法行政系统积极开辟“第二战场”，
持续加大“交、揭、查”工作力度，在罪犯、戒毒人员中开展深挖余罪和
坦白检举活动，逐个开展谈心谈话，促其主动交代涉黑涉恶线索。

截至目前，全省监狱共挖掘各类犯罪线索 3291条，其中涉黑涉
恶线索 972条，涉保护伞线索 237条。全省司法行政戒毒场所共排
查出线索406条。

关键词四：强化宣传。省司法厅制定《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工作的实施方案》，强化责任，把握方向，注重实
效。积极组织媒体宣传，抓好监狱、戒毒所内宣传，加大舆情管控。

全省司法行政机关与报社、电台、电视台、网站合作，多领域、多
角度地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行宣传报道。同时深入挖掘司法行政
机关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做法、措施及成效，在微博、微信
公众号、内外网络等平台推送各类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法律法规、新闻
信息、工作动态、相关知识等。

“全省司法行政系统将进一步提高站位，充分发挥职能优势，强
化宣传引导，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加强日常宣传、做好集中宣传，再
次掀起扫黑除恶宣传热潮，推动专项斗争决战决胜冲刺收官。”省司
法厅相关负责人表示。③6

省司法厅：

深入开展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法治宣传

新华社北京7月18日电 近日，中共
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在防汛救灾中充分
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的通知》。全文如下：

近期，长江、淮河等流域，洞庭湖、鄱
阳湖、太湖等湖泊处于超警戒水位，重
庆、江西、安徽、湖北、湖南、江苏、浙江、
贵州等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造成人员
伤亡和财产损失，防汛形势十分严峻。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
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
部署，现就在防汛救灾中充分发挥基层
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受灾地区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
一线、靠前指挥。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
感和极端负责的精神，恪尽职守、勇于担
当，采取得力措施，有效应对灾情，尽最
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

持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到灾情最严重、
抢险最困难、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加强现
场指导，解决实际问题。组织、带领广大
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全力以赴做好抢险
救灾工作，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基本
生活；积极进行灾后重建、恢复生产生活
秩序，坚决打赢防汛救灾这场硬仗。受
灾的贫困地区要把防汛救灾与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结合起来，与做好常态化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结合起
来，全面排查受灾情况，抓紧修复因灾受
损基础设施和房屋，认真做好受灾困难
群众帮扶救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

二、受灾地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
部要守土尽责、奋力抗灾。要视灾情为
命令，把防汛救灾作为当前第一位的任
务，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团
结带领群众筑牢战胜洪涝灾害的坚强战
斗堡垒。严格落实包保责任制，组织党

员群众严防死守，加强轮流值班、监测预
警、堤库巡查、应急处置等，及时排查化
解各类风险隐患。通过组建“党员突击
队”、设立“党员责任堤”、开展“党员联系
户”等方式，组织党员冲锋在第一线、战
斗在最前沿，成为群众的主心骨和贴心
人。推动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就地转
化为防汛救灾队，组织机关党员、干部下
沉防汛救灾一线，以在危急关头、危险时
刻的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广大群众增
强信心、战胜灾害、渡过难关。

三、非受灾地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
干部要心系灾区、全力支援。要按照党
中央统一部署，积极行动起来，组织本地
区本部门本单位力量，帮助和支持灾区
抗灾救灾、恢复生产生活，充分体现社会
主义大家庭的温暖。水利、电力、交通、
通信、应急管理、物资保障等部门单位党
组织和党员干部，要立足本职、发挥优

势，千方百计支援灾区，为防汛救灾作出
应有贡献。

四、各级党委组织部门要主动履职、
有效发挥作用。要动员组织基层党组织
和广大党员、干部在救灾一线冲锋陷阵、
挺身而出，全力投入到防汛救灾工作中
去。在防汛救灾一线考察识别干部，把
在防汛救灾中的表现作为评价干部的重
要依据；指导基层党组织发现和考验入
党积极分子，对表现突出、符合条件的，
及时发展入党。注重发现、及时表扬、宣
传表彰防汛救灾中涌现的基层党组织和
党员、干部先进典型，充分利用各种媒体
广泛宣传他们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
营造不畏艰险、敢于胜利、奋勇争先的浓
厚氛围。加强对防汛救灾一线党员、干
部的关心关爱，会同有关方面对因公牺
牲的党员、干部家属及时给予抚恤、慰
问，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

在防汛救灾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
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图① 7月16日，在江西鄱阳地区珠湖联圩上，东部战区陆军第72集团
军某旅官兵奋战两小时填土1000立方米，对泡泉群进行封堵。 新华社发

图② 7月 14日，在江西九江柴桑区，东部战区陆军第 71集团军周
丽平生前所在部队官兵连续作战后短暂休息。 新华社发

□本报记者 曾鸣

近年来，河南畜牧生产规模不断扩
大，生猪、肉牛、奶牛、家禽、肉羊五大优势
产业发展迅速，肉类、禽蛋、奶类产量稳居
全国前列，是名副其实的“畜牧大省”。

但同时，我省畜牧业也面临着大而不
强、结构不优等发展难题。如何提高标准
化规模养殖程度，做大做强优势品牌，加
快推动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如何实现由

“畜牧大省”向“畜牧强省”转变？针对这
些问题，近期我省出台的《关于加快畜牧
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给出了明确答案。

绿色化发展是出路

位于兰考县的河南花花牛农牧科技
有限公司奶牛养殖基地，目前存栏荷斯坦
良种奶牛 1600头。7月 16日，记者来到
这里发现，整个养殖基地环境整洁、空气
清新，并没有粪污等刺鼻难闻的味道。

该公司总经理赵戬道出了其中缘由：
“近年来，我们致力于打造集有机奶牛养
殖、生态循环牧草种植于一体的种养结合
生态农牧基地。围绕牧场周边发展苜蓿
种植，实现粪污还田、饲草供应，既有效缓
解养殖场粪污处理难、饲草料采购紧张的
状况，也改善了养殖场脏乱差的形象。”

畜牧业产生的大量畜禽粪污，已经成
为农村环境治理的一大难题。然而，畜禽
粪污又是农业活动中重要的肥料来源。

着力促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成为畜牧
业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

对此，《意见》指出，我省畜牧业要大
力推进绿色化发展，到2025年，畜禽粪污
资源化利用率达85%以上。同时，优化产
业布局，科学划定、调整禁养区，引导畜禽
养殖向环境承载能力大的区域转移。出
台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加强畜
禽养殖业污染防治。大力推广节水、节粮
等清洁养殖工艺，控制臭气排放。

“《意见》明确的要求，再次表明我们努
力的方向对了。”赵戬高兴地说，这将坚定畜
牧养殖企业继续走绿色化发展道路的信心。

省农科院畜牧研究所所长徐照学同
样认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是实现畜牧
业向绿色生产转变的根本出路，把保护生

态环境摆在优先位置，将绿色要求融入畜
牧业发展全过程，将有助于促进生产生态
协调发展。

规模化养殖为导向

标准化规模养殖是有效抵御风险、提
升畜牧业竞争力的“金钥匙”。为此，《意
见》明确，到2025年，我省畜禽规模化养殖
率要达80%以上，主要畜种规模养殖基本
实现全程机械化。同时，要加快建设现代
化养殖基地，重点发展年出栏生猪 5000
头、肉牛500头、肉鸡5万只、肉羊3000只
和存栏奶牛 300头、蛋鸡 1万只以上的规
模养殖场；推广“公司+农户”等模式，发展
养殖合作组织，以大带小，扩大养殖规模。

“河南发展规模化畜牧业的条件太好
了，土地多、平原多，和长江以南比，我们
一个市的养殖用地甚至超过一个省的养
殖用地。”牧原集团董事长秦英林说。

据介绍，截至 2019 年年底，我省生
猪、奶牛、蛋鸡、肉鸡规模养殖比例分别达
到 70.8%、59.4%、69.7%、78.3%，尤其是
生猪规模养殖比重高出全国 20 个百分
点，全省万头以上猪场达到454家，5万头
以上 96家。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作为全国畜牧业大省，河南一直高度
重视畜牧业规模化和现代化发展，加快大
中型养殖场发展，加快培育新型经营主
体，相关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意见》明
确的规模化养殖目标，释放出积极信号，
为进一步提升我省畜牧业质量效益和竞

争力奠定了基础。

全链条融合是方向

今年受疫情影响，我省畜牧业遭受不
同程度冲击，也显现了一些突出问题。从
生产端来看，农产品生产本身具有高风
险，但现如今对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手
段运用还不够。此外，畜牧业只依靠合作
社、农户等开展规模化经营，很难实现更
大规模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意见》提出，要推进畜牧业“三链”同
构，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
链，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今后我
省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

“从农村产业方面说，畜牧业这几年
对农村经济发展带动作用较大。我省很多
经营主体实行‘公司＋农户’的模式，促进
了农民就业增收。”省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
所副所长、研究员陈明星认为，除了依靠合
作社、农户外，要强化农业龙头带动作用。
对于县域来说，根据自身特色、发展基础，
培育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非常关键。如果
每个县能有一个龙头企业，就能带动相关
产业链条的发展，促进更多农民增收。

畜牧业涉及养殖、运输、屠宰、深加工
等多个环节，陈明星建议，地方政府应培
育引导当地的产业链条，在产业链、价值
链、供应链上发力，更好地促进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而作为微观主体的企业也
应该在质量控制、追溯体系、品牌经营、业
态创新等方面下功夫。③4

从“畜牧大省”迈向“畜牧强省”
——关注我省农业高质量发展之四

截至 2019 年年底
我省畜禽规模化养殖比例

生猪规模养殖比重高
出全国 2020 个百分点个百分点，全

省万头以上猪场达到 454454
家家，55万头以上万头以上9696家家

生猪

7070..88%%
奶牛

5959..44%%

蛋鸡

6969..77%%
肉鸡

7878..33%%

□本报记者 谭勇
本报通讯员 任志军

大雨、暴雨、大暴雨……
7月 18日 10时，我省周口市、

漯河市、平顶山市南部、南阳市东
部、驻马店市北部、信阳市大部分
地区降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河
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启动防
汛Ⅳ级应急响应。

汛情就是命令！这些地区群
众的人身安全，牵动着我省消防救
援人员的心。

7月 18日凌晨5时 28分，固始
县消防救援大队指挥中心接到报
警：该县祖师庙镇王行村有人员被
困。

固始县大队立即调派 3 辆消
防车、16名指战员、2艘橡皮艇、1
艘冲锋舟赶赴现场救援。8时 10
分，救援力量到达现场，经侦察，该
村只有十几户居民，积水大约有
40 厘米，消防救援指战员迅速逐
户排查。截至上午 9时整，现场共
疏散 6名村民、转移 8名老人和 4
名小孩。王行村搜救完毕后，他们
又火速赶往祖师庙镇杨楼村，营救
出了9名被困群众。

“谢谢你们把俺们大水窝里的
人都救出来了，给你们点赞！”7月

18日 16时左右，在固始县赵行村，
最后一名被困群众杨友山被救出，
他对消防救援人员竖起了大拇指。

7月 18日凌晨起，信阳市城区
和固始县因强降雨引发城乡多处
内涝，大量群众被困。河南省消防
救援总队立即调派信阳消防救援
支队开展抢险救援，并调集郑州、
新乡、驻马店、周口、航空港消防救
援支队抗洪抢险突击队前往增
援。截至当日 18 时，消防救援人
员共搜救疏散被困人员200余人。

河南省消防救援总队相关负
责人介绍，统筹考虑全国和省内汛
情形势，此前，总队已经将消防救
援力量前置到南阳、信阳、驻马店
等省内防汛高风险地区，将商丘、
驻马店、信阳作为跨省域增援屯兵
点，全天候做好重点时段防汛救灾
各项工作。

据了解，目前，全省消防救援
前置力量分别在信阳、南阳、驻马
店、商丘四个重点地区集结力量
1151人、执勤车辆 236辆、救援舟
艇 136 艘、各类水域救援装备 2.5
万余件套。

奋战在一线的消防救援指战
员一致表示：“坚决服从命令、听从
指挥，全力以赴完成防汛抢险等救
灾任务，不负党和人民重托！”③4

暴雨中的紧急救援

②②

①①

冲
锋
陷
阵

冲
锋
陷
阵

连
续
作
战

连
续
作
战

新闻后续

（上接第一版）同时，积极对接融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中部地区崛起等国家战略，建立总规模超5000亿元的动态招商项目
库，涵盖新基建、先进制造、科技研发、文旅商贸等领域，去年以来引
进项目500多个、合同投资总额7600多亿元。

郑州市创新方式“招商”，实行政府、企业、协会、驻外机构联动招
商，去年以来招商到位外来资金突破2500亿元、开工项目投资突破
3000亿元。创新“人才+资本”“技术+资本”招商模式，构建了企业、平
台、人才、机构“四个一批”引进格局，累计引进海内外高层次人才近
千人、签约落地合作项目400多个；发挥1000亿元国家中心城市产业
基金撬动作用，依据项目潜力和成熟度，科学组建子基金，运用市场化
方式破解招商项目落地资金难题，目前子基金规模突破500亿元。

为了确保招商项目招得来、落得下、早开工、快见效，郑州市在优化
营商环境上也下足了功夫。以“一网通办、一次办成”改革为带动，全力
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为招商项目建设全程提供“店小二”
服务，企业吹哨、部门报到，有求必应、无事不扰；启动规划和土地管理等
制度改革，探索推行“标准地”模式，确保签约即落地、拿地即开工；实行
一个项目、一个领导、一套班子、一套方案、一抓到底的“五个一”机制，构
建了“项目落地—要素保障—建设投产”的高效招商引资责任链条。

精准破解招什么、怎么招、落在哪、怎么保，郑州市今年仅3月、4
月两次集中签约总额就达 678亿元，不断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注入
新动能、增添新动力。③5

郑州：铆定“头部企业”招商
助推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