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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彩路上，你我这样走过

乐享假日乐享假日 祝福祖国祝福祖国

□本报记者 田宜龙 郭歌
本报通讯员 王爱灵

“有良好家风的传承，加上又是党
员，养成了在工作中不怕苦、不服输的
作风，只要工作需要，就会毫不犹豫地
冲上去。这次主动请缨到武汉一线抗
击疫情，也是一瞬间就决定了。”在前不
久举行的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
大会上，作为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
进个人，孟津县第二人民医院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科护士长王燕受到了隆重表
彰。近日，谈起家风建设，她这样说道。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
家风连着党风政风。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广大家庭都要弘扬优良家风，
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
会的好风气。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
带头抓好家风。”

为树立党员干部良好家风，带动党
风政风向上向善，2016年起，洛阳市委
决定在全市开展党员干部廉洁家风建
设活动，并列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全面从
严治党的重要内容。市委主要领导每
年都布置家风建设的“必答题”，要求全
市党员干部在春节、中秋、国庆等重要
节假日，开展以“讲家史、谈家训、立家
规、正家风”为主要内容的家风建设活
动，一体推进“三不”机制向纵深发展。

优良家风建设，在河洛大地掀起了
阵阵廉洁清风，推动了党风政风清正。

每年一道“必答题”，家风
建设成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

对领导干部而言，家风不仅是一身
之进退、一家之荣辱，更关系到党风、政
风、民风。

年年讲家风，岁岁伴清风。
5年前，洛阳市在梳理查处的案件

时发现，领导干部腐败往往有家风不
正、家教不严的因素。他们或为官不廉

带坏了配偶子女，或个人要求不严走向
贪腐，或失管失教导致“父子腐”“夫妻
腐”“全家腐”，教训深刻。于是，市委决
定在全市开展党员干部廉洁家风建设
活动。5年来，洛阳市委主要领导每年
都布置家风建设的“必答题”。

在今年的洛阳市纪委全会上，市委
主要领导再次对党员干部家风建设作
出部署，布置了“如何持续深化家风建
设”这道“必答题”。

今年春节前，洛阳市下发《关于做

好 2020年家风建设工作的通知》，要求
家风建设要突出领导干部带头示范。

在今年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洛阳
广大党员干部不但没有丢下这道“作业
题”，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出了最佳

“答案”。
“疫情防控形势复杂严峻，咱全家

要主动自行隔离。家是最小国，国是千
万家，咱要为大家着想。”春节期间，偃
师市纪委监委干部赵瑞华严肃地对全
家人说。原来，赵瑞华的女儿春节前从
位于武汉的华中师范大学返回家中。
在接到洛阳市纪委监委相关通知后，女
儿虽已度过隔离期，但赵瑞华还是主动
要求家人按照规定自行隔离，并推荐女
儿阅读《假如给我三天光明》，鼓励女儿
乐观上进。

在对近年来家风建设情况深入总
结的基础上，听取各方意见建议，洛阳
市印发《关于 2020 年党员干部家风建
设的实施意见》，对各级党组织做好家
风建设提要求、立制度。洛阳市纪委监
委认真履行职责，制作廉洁家风建设作
战图，分解 6项 16条任务，压实工作责
任，督促检查，促进落实。

9月 24日，洛阳市纪委印发《关于
持之以恒正风肃纪确保中秋、国庆廉洁
过节的通知》，明确“十个严禁”，要求全
市纪检监察机关在节日期间从严开展
监督检查，确保党员干部廉洁过节。

（下转第三版）

□本报记者 刘红涛
本报通讯员 赵红炎

国庆恰逢中秋，许多人都在享
受假日里轻松美好时光。而荥阳种
粮大户李杰却异常忙碌，一边要收
好 11万多亩玉米，一边往返荥阳、
新郑、兰考等地，谋求托管更大规模
土地，种足种好小麦。

“从今天开始托管咱村里的地，
请大家放心，我一定努力多打粮、打
好粮。”10月 4日，李杰的新田地种
植专业合作社与新郑市观音寺镇菜
王村签订土地托管协议，全村 300
亩土地从秋季开始由李杰来经营。

“土地交给新田地合作社经营，
不改变土地所有权、承包权，按照科
学种田、技术集成，农民享受‘耕、
种、管、收、销’的全程托管服务。”观
音寺镇副镇长王朝辉说，“菜王村
300 亩土地先做示范样板，后期将
带动全镇1万多亩土地托管。”

“现在村里种地的多是老年人，
土地托管解决了‘谁来种地’的问
题，又增加了村集体收入。”菜王村
村支书刘红伟说，按照协议新田地
合作社每年向村里支付每亩 30 元
的管理费用，同时规模经营后土地
破边、破路中增加的土地形成的收
入，也全部归村集体所有。

让刘红伟和村民放心托管土
地，不仅仅基于双方多次交流、商
议，之前李杰在兰考县“大手笔”托

管 1.7 万亩土地，让他们吃了“定心
丸”。

10月4日，兰考县红庙镇土岭村
农民领取了土地托管收入，除去托管
费用，小麦一季亩均收入 680元，玉
米一季亩均收入 658元。“比农民自
己种地的收入还高。”红庙镇党委书
记李青对土地托管不住点赞。

“农村是广袤的天地，农民一家
一户生产面临自然灾害、市场销售
等多重风险，保障粮食安全，增加农
民收入，就要改变一家一户分散的
经营模式。”经过 10年的探索实践，
李杰逐渐形成了优质商品粮高产创
建模式。

李杰说，优质商品粮高产创建
模式，以土地托管为核心，以县级政
府为主导，农民合作社为载体，镇、
村级为单位，订单种植优质小麦、玉
米，形成规模化、机械化、集约化、专
业化、智能化的“耕、种、管、收、烘、
工、销”全产业链条，构建绿色、安全
的粮食产业体系，带动小农户与现
代农业有机衔接，让农民真正成为
现代农业发展的受益者。

“优质商品粮高产创建模式，实
现种地成本有节约、农民收益有保
证，我有信心让更多农民增产又增
收。”今年，李杰又成立了中原粮仓
农业有限责任公司，将在全省范围
内开展更大规模的土地托管，“收完
秋马上准备种麦，秋播我的目标是
种植优质小麦20万亩。”③9

□本报记者 刘春香

这个假期，乡村游成为我省“双
节”旅游的“主角”。这是10月 7日，
记者从省文化和旅游厅的统计数据
中发现的。从假期前 7 天的数据
看，全省乡村游人数占全部游客人
数的 70%以上，近 600家民宿成为
游客休闲度假的主要选择。

每天下午 4 点左右，林州市黄
华镇魏家庄村各家各户的农家大锅
旁 便 热 闹 起 来 。 村 民 刘 小 锋 从
2013年开始经营农家乐，熬稀饭是
他每天下午的“必修课”。经过 7年
的发展，刘小锋的农家乐成了村里
最具规模的一家，许多回头客都是
奔着他熬的大锅稀饭，成了店里固
定的食客。

离魏家庄村不远的石板岩镇高
家台村，则依靠“旅游+写生”营造独
特的乡村美景。包括高家台村在

内，林州市推出了“大美林
州乡村旅游全攻略”，规划
了渠畔乡村游、菊乡赏花

游、农产品欢购游等乡村旅游线路，
黄华镇庙荒村彩虹滑道、魏家庄村
特色乡村美食等，成为乡村旅游的
亮点。

大别山区的乡村游也同样火
爆。新县八里畈镇丁李湾村的网红
桥吸引了8000多人次体验游玩，阮
湾体育小镇、九女潭登山步道、武占
岭度假区等户外体验基地游客也络
绎不绝。“我们村里的板栗、花生、山
茶油等土特产不够卖，连周围村的
都收过来了，还是供不应求。”丁李
湾村的村民李大爷高兴得合不拢
嘴。

还有嵩县沙坡村、虞城郭土楼
村、平舆芝麻小镇、郏县临沣寨……
这个假期，有太多的乡野小村异军
突起，成为新晋网红打卡地。

“现在，各地乡村环境优美、道
路宽敞，既没有大景点人多车多的
烦恼，又不用买门票。因此，乡村旅
游并不比大城市、大景区旅游逊色，
反而会呈井喷态势。”省政府发展研
究中心研究员刘殿敏说。③9

以党员干部良好家风助推党风政风清正

洛阳 家风建设成为“必答题”

由中铁大桥局承建
的国家重点工程——郑
（州）济（南）铁路郑州黄
河特大桥主桥进入最后
的桥面系铺设建设阶段
（10 月 7 日摄）。郑济铁
路郑州黄河特大桥主桥
全长 2016米，采用公路、
铁路上下层合建的布置
形式。 新华社发

在洛宁县家风家训馆，家长带着孩子参观学习。⑨3 李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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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后的西平县小洪河风光秀丽 本报资料图片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10 月 7
日，外卖平台美团发布的《美团外卖
国庆消费大数据》显示:10月 1日至
5 日，热门景区外卖单量同比增长
200%；来自酒店的外卖订单比节前
暴增 150%，其中超过五成订单为地
方特色菜。外地来郑游客订单量最
大的品类为胡辣汤。

本地数据显示，郑州消费者的外
卖订单中，倡导低脂、少油的“轻食”
颇受欢迎，订单量同比增长51.7%。

受疫情影响，部分高校仍处于
封校状态。错失旅游季，大学生靠
外卖抚慰内心。数据显示，假期前 5
天，高校外卖单量同比去年翻了两
番。

有趣的是，餐饮之外，越来越多的
用户在外卖平台上解决日常需求。比
如，助消化的健胃消食片卖出 10万
盒；同时，送大闸蟹、买衣服、
代排队、买奶茶、照看宠物等
成为普遍的需求。③9

外地人到郑州最钟爱胡辣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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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日，游客在商城县里罗城村的“山村画廊”参观游览。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大数据显示：

10月 1日至 5日，来自酒店的外

卖订单比节前暴增 150%，其中超过
五成订单为地方特色菜。外地来郑

游客订单量最大的品类为胡辣汤。

□本报记者 杨晓东 祁道鹏
本报通讯员 滑清泉

水清岸绿、鱼翔浅底……10月 6日，记者行
走在淮河岸边，目之所及，令人心旷神怡。重拳整
治、全面禁采、生态修复，经过几年不懈努力，驻马
店市正阳县境内的淮河重现生态之美：宽 500米
的淮河防护林带已现雏形，占地1400亩的淮河湿
地公园建设加快推进。

为强化淮河管理常态化，驻马店创新运用“人
防+技防+物防”模式，建立健全淮河立体化全天
候巡河机制。“天上有无人机巡河，地上每段均有
河长负责，还加装 60多个高清摄像头全天候监
控。”谈及境内48公里的淮河岸线巡河工作，驻马
店市河长办主任、市水利局局长王伟如数家珍。

驻马店河湖众多，水系跨淮河、长江两大流
域，其中淮河流域面积占全市水系总面积的
89%，全市流域面积 3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 186
条，大中小型水库180余座。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何实现境内众多
水系的有效管理？

“让河长制促进‘河长治’，在亲水治水中做好
水文章。”今年 7月 10日召开的全省河长述职视
频会议上，驻马店市委书记、市第一总河长陈星在
视频述职时如是说。会上，驻马店市河长制工作
在2019年度省级考核中居全省第一名，被评为优
秀等级。

早在2018年1月，该市就在全省率先出台“严
格落实河长制湖长制、加强河道湖泊管理”的硬核
措施，全力构建市、县、乡、村四级河长体系。去年
7月，驻马店市增补 6名市委常委担任市级河长。
今年9月，该市出台文件，将河湖治理的主体责任
进一步压实细化到各县区党委政府，在守河尽责
中护好每一条河流。10个督导组对各县区河道湖
泊管理每月一督查，对履职尽责不到位的县区、河
长给予通报、约谈，问题严重的由纪委、监委予以立
案审查；若在流经县区的河道和各县区行政区域
内的湖泊发现一处非法采砂点，或有弃置矿渣、石
渣、垃圾，市财政扣减相应县区财力50万元。

与此同时，该市大力推行网格化管理，对全市
涉砂的主要河流、支流实行分段网格化分包管护，
并在全市重要河湖、重点河段、敏感区域共安装摄
像头175处，全市重要水系置于无死角监管的“眼
皮”底下。（下转第三版）

河
长
制
治
出
﹃
水
清
岸
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