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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9 月 30
日，省公安厅在郑州市烈士陵园举行
河南公安烈士纪念日活动，深切缅怀
新中国成立以来，为维护国家安全和
社会安定，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而英勇牺牲的全省公安英烈。

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舒庆参加。
上 午 10 时 ，祭 奠 活 动 正 式 开

始。在河南公安英烈纪念墙前，参加
仪式的全体民警重温入警誓词后，手
捧菊花，神情庄重，依次瞻仰英烈纪
念墙，敬献鲜花。

和平时期，公安民警是牺牲最
多、奉献最大的一支队伍。据统计，
新中国成立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共有
938名民警因公牺牲，其中89名被批
准为革命烈士。今年以来，全省公安
机关有18名民警因公牺牲。

省公安厅相关负责人表示，缅怀
公安英烈功绩，弘扬公安英烈精神，
全省公安机关将大力学习弘扬公安
英烈的先进事迹，进一步激励队伍、
鼓舞士气、凝聚斗志，不断开创高质
量公安建设新局面。③3

本报讯（记者 龚砚庆 实习生 钱程）9月 30日，开
封市在该市烈士陵园举行 2020年烈士纪念日公祭活
动，深切缅怀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
幸福英勇献身的烈士。

公祭现场，全体人员向为国家解放事业和建设事
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戴着红领巾的少先
队员手持鲜花，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伴随着
深情的《献花曲》，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烈士纪念
碑。

随后，参加公祭活动的人员参观了开封革命烈士
事迹陈列馆。大家表示，要时刻铭记先烈的丰功伟绩
和卓著功勋，传承他们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
高尚品德，在新的长征路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
前进，在打造黄河岸边的世界历史文化名都和耀眼的

“黄河明珠”进程中创造新时代的新荣光。③3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李筱晗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
者 李子耀）9月 30日一大早，信阳市鄂豫皖革命纪念
馆广场上庄严肃穆。英雄雕塑下，并排摆放着 5个装
满各色鲜花的花篮，信阳市党员干部、武警部队官兵、
大中专院校师生和中小学生、社会各界群众代表整齐
列队，注视前方，深情回顾革命历史、缅怀英雄伟绩、传
承红色基因、祭奠革命先烈。

信阳是“红军的摇篮、将军的故乡”，大革命时期曾
创造了“28年红旗不倒”的奇迹，铸就了“坚守信念、胸
怀全局、团结奋进、勇当前锋”的大别山精神。

听着讲解员姐姐讲述红色故事，信阳市第八小学
学生郑梓月眼中泛着泪花，“今天的幸福生活来得多么
不容易啊！我们一定要牢记历史，努力学习，将来做一
个对社会有用的人。”③6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
珂 通讯员 孙鹏飞）9月 30日，在平顶山市烈士陵园，
该市四大班子与社会各界代表一起，沉
痛悼念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深切缅怀
先烈们的丰功伟绩。

庄严肃穆的市烈士陵园内，苍松翠
柏傲然挺立，人们在革命烈士纪念碑前
静静肃立。两名礼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
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伫立。国歌唱
毕后，全体人员脱帽肃立，向烈士默哀。

近年来，平顶山市采取多种形式讲
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

故事，引导党员干部在接受红色教育
中守初心、担使命。③9

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
者 王烜） 9 月 30 日，许昌市举行各界代表
2020 年烈士纪念日公祭烈士活动。许昌市领
导和党政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代表、学校师
生代表、驻许解放军和武警官兵代表、各界群
众代表等 2000 余人参加公祭烈士活动，缅怀
革命先烈。

当天上午，许昌市烈士陵园内，镌刻着“革
命烈士永垂不朽”8 个镏金大字的革命烈士纪
念碑巍然矗立。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歌。国歌唱毕，全体肃立，向革命烈士默
哀。③8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
者 成安林）9月 30日，焦作市在该市烈士陵园
举行烈士公祭仪式，缅怀先烈、寄托哀思，激励
党员干部继承遗志、继往开来，奋力推动全市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8时 30分，公祭仪式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
拉开帷幕。随着庄严高亢的《义勇军进行曲》响
起，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嘹亮的
歌声回荡在陵园上空。

伴随着《献花曲》，10名礼兵抬着花篮、迈着
正步，走上纪念碑基座台阶，在纪念碑前摆放好
花篮。随后，参加敬献花篮活动的人员缓步绕
行，瞻仰了烈士纪念碑。③8

本报讯（记者 郭戈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秦川）9月 30日，为缅怀先烈的丰功伟绩，弘扬
先烈的崇高精神，鹤壁市社会各界近600人在该
市烈士陵园举行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

当天上午 9时，公祭仪式开始，全场奏唱国
歌，随后全体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
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

伴随深情的《献花曲》，10名武警战士抬起
花篮，轻轻摆放在烈士纪念碑基座上。朵朵盛
开的鲜花，寄托着人们对英雄先烈的深切思念
和无限敬仰。③3

本报讯(记者 刘春香 宋敏)9月
30日上午，南航“老家河南”号彩绘飞
机启航仪式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举
行。

副省长何金平出席启航仪式。
“老家河南”号机身涂装以洛阳

牡丹为主题，融入黄河元素。彩绘中
流动的黄河、吉祥的牡丹组合成的意
象宛如传统“如意”造型。启航仪式
后，南航“老家河南”号便执行了由郑
州飞往广州的 CZ6625航班。此后，

“老家河南”号将开展巡回展示活动，

飞行中，还将播放《豫见中国 老家河
南》宣传片，使用“老家河南”一个来
了都说“中”的地方欢迎您——专用
宣传座椅头片，配发《河南旅游地图》
和《“老家河南”文旅手册》，将成为展
示河南形象的“流动宣传机”。

今年以来，我省持续推动“航空+
旅游”融合发展，推出的“乘飞机游河
南免门票”等活动广受游客好评。此
次，南航免费对河南文旅资源进行宣
传，为进一步支持河南旅游市场复苏
繁荣再作贡献。③6

缅怀公安英烈功绩
弘扬公安英烈精神

南航彩绘飞机“老家河南”启航

本报讯（记者 黄晖）“200 多个
国家和地区成员协会全部参与，总结
的时候都说 2019年总决赛在郑州举
办是非常出彩的一笔，是以后国际乒
联办比赛的一个标准。”9月 29日，赴
郑州考察总决赛场馆并商谈办赛事
宜的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说起去年
年底的国际乒联世巡赛总决赛，高兴
地“传达”了前一天国际乒联线上代
表大会对郑州办赛的高度肯定。

副省长戴柏华对刘国梁和中国
乒协推动国际乒联世界巡回赛总决赛

再次落户郑州表示感谢。他强调，从
河南来讲，乒乓球运动的发展和赛事
举办，对于促进体育事业发展、提升城
市形象、扩大对外开放，都具有重要意
义。希望今后有更多的赛事落地河
南，更多的河南队员走进国家队。

刘国梁表达了国际乒联、中国乒
协对河南省政府大力支持的感谢。

“河南培养了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优秀
乒乓球运动员，回到家乡感到特别骄
傲和自豪。河南是一个大省，更应该
是一个乒乓球强省。”刘国梁说。③3

河南更应该是乒乓球强省

本报讯（记者 李虎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袁
楠）9月 30日上午，新乡市烈士陵园内庄严肃穆，新乡
市四大班子及新乡军分区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近千
人，共同参加了 2020年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缅怀先
烈伟绩，向英雄致敬。

公祭活动结束后，新乡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分两
路走访慰问了烈士鲁雨亭女儿鲁伟漪、烈士赵印江妻
子沈如璋、老战士杜维成、老战士王景祥等老战士及烈
属，送去了慰问金、鲜花、抗战胜利纪念封。

听老战士讲述当年的革命往事，回忆惊心动魄的
战斗岁月，大家纷纷感慨当下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表
示一定要传承好红色基因，弘扬革命传统，把老一辈打
下的革命江山守护好、建设好。③6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
者 司马连竹 通讯员 史源远）先烈百战血染
地，秋日白菊祭英魂。9月 30日上午，南阳市宛
城区在解放战争宛东战役纪念地举行烈士公祭
活动。

当天上午9时，位于宛城区红泥湾镇连庄村
的烈士陵园内，现场气氛庄严肃穆。公祭仪式
开始后，当地党政军负责人、烈属代表、老战士
代表和各界群众代表，在奏唱国歌后，全体脱帽
默哀并敬献花篮。

1948年，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一部发
起宛东战役，连庄村是宛东战役战斗激烈的地
区之一。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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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石可欣）9月 30日是我国第七个烈士纪
念日，全省各地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烈士陵园，来到红色
遗址，以各种形式追忆革命先烈。记者从省退役军人事务
厅获悉，截至目前，我省成功采集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
信息320万余人，为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悬挂光荣
牌305万块。

烈士纪念设施承载了褒扬烈士、教育群众的主体功
能。近年来，我省集中开展了加强和改进烈士纪念设施保
护管理工作专项行动，重点排查、解决烈士纪念设施长期存
在的突出问题，取得了明显成效。据统计，全省共有烈士约
24.2万人，其中有名烈士 10万余人、无名烈士 14万余人，
县以上烈士纪念设施 133处。前不久，第三批国家级抗战
纪念设施、遗址名录和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体名录公布，
我省1个纪念馆和4位英烈榜上有名。

此外，为了让英烈精神走进更多人心中，在重要的时间
节点，我省不断做好重大纪念日纪念活动。2019 年为
8000余名新中国成立后因参战荣立一等功人员和新中国
成立前入伍的老战士发放“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纪念章；今年清明节，受疫情影响，我省举办“致敬·
2020清明祭英烈”代祭扫活动……

“褒扬烈士激励后人是我们的工作职责，下一步，我们
将继续做好全省优抚褒扬工作，让烈士永远拥有无上荣光，
让烈属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全社会形成崇尚英
雄、缅怀先烈的好风尚。”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③6

我省305万块光荣牌悬挂在烈属军属和
退役军人等家庭

形成崇尚英雄缅怀先烈好风尚

本报讯（记者 刘勰）9 月 29日，
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进会在郑
州召开，贯彻落实全国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第三次推进会精神和省委要求，
对我省坚决彻底推进“六清”行动和
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作出部署。

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甘荣坤出
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紧盯“深
挖整治”“长效常治”目标任务，充分
用好第四季度宝贵时间，按照“六清”
行动清到底、清干净要求，集中优势
力量向黑恶势力发起总攻，奋力夺取
专项斗争全面胜利。要加快线索核
查，逐条甄别、分类处置，再攻一批难
啃之案，再挖一批蛰伏之徒。要严格
依法推进案件办理，着力提升办案质

效，努力实现案件清结。对在逃黑恶
犯罪分子，要加大抓捕力度，全力突
破；对保护伞、关系网未查深查透的
涉黑恶案件，要逐案复查、交叉互查、
提级再查，确保伞网挖彻底。要深化
源头治理，确保行业领域问题乱象得
到全面整治，行业清源任务全面完
成。要着眼常治长效，谋划扫黑除恶
常态化机制。要坚持决心不变、态势
不减，压实领导责任，强化督导考评，
注重实际成效，努力向党和人民交上
一份满意答卷。

舒庆主持会议，胡道才、顾雪飞
出席会议，省住建厅、开封、洛阳、南
阳、驻马店、郑州、濮阳、焦作在会上
作了交流发言。③6

本报讯（记者 李宗宽）鲜花献英
烈，哀思慰忠魂。9月 30日上午，洛
阳各界代表在洛阳市烈士陵园举行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
式，深切缅怀革命烈士不朽功勋，表
达崇高的敬意和无限的怀念。

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李亚参
加纪念活动。

松柏苍翠，红旗飘扬，烈士陵园
庄严肃穆。陵园中央，革命烈士纪
念碑巍然屹立，纪念碑上镌刻的“革
命烈士永垂不朽”八个大字熠熠生
辉。

9时整，仪式开始。国歌唱毕，全
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

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
哀。伴随着深情的《献花曲》，献花礼
兵稳稳抬起花篮，缓步走向烈士纪念
碑，将花篮整齐地摆放在碑前。

李亚等拾级登上纪念碑基座，在
花篮前驻足凝视。李亚缓步上前，仔
细整理花篮上的缎带。接着，李亚等
和社会各界代表一同缓步绕行，瞻仰
革命烈士纪念碑。英雄烈士理想信
念光照后人，大家仰望英烈、汲取力
量，砥砺精神、继续前进。

驻洛部队官兵、学校师生、机关
干部、烈属和退伍老战士代表、群众
代表等社会各界人士 1000余人参加
了仪式。③9

洛阳各界代表
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坚决彻底推动“六清”行动
夺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面胜利

9月29日，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职工在切开、拆去旧道岔。当日
17时开始，郑州桥工段组织610余名职工“激战”288分钟成功地将郑州北站
4138—4144号交分道岔和4108号道岔实施更换，为“双节”期间中原铁路大
枢纽的运输安全提供了可靠保障。⑨6 代家庆 摄

9月30日，省会各界代表在郑州烈士陵园举行2020年烈士纪
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⑨6 本报记者 董亮 蔡迅翔 摄

▲

9 月 30 日，永城市在淮
海战役歼灭战纪念馆举行2020
年烈士纪念日公祭仪式。⑨6
朱科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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