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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10月 27日，全省市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培训班在红旗渠干
部学院开班。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赵素萍出席开班仪式
并讲话。

赵素萍指出，此次培训主要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
进一步提升全省人大工作水平，更好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和
改革攻坚任务。

赵素萍强调，要始终胸怀“两个大局”，坚持把人大工
作放到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本地区中心任务中去思考、谋
划和推进。要自觉做到守正创新，全方位提高履职质效，
聚焦改革发展需要、决策部署落实、提升治理效能、形成发
展合力，充分发挥人大制度优势，更好服务全省发展大
局。要全面加强能力建设，不断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切实肩负好使命担当。

培训班邀请有关领导和专家，围绕如何健全人大的工
作制度和议事规则、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人大监督工作、当前
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与“十四五”规划等内容进行授课。③5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聂颦颦）10月 26日，大别山革命老区引淮供水灌溉工程取
得重大阶段性成果，息县枢纽工程成功截流。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信阳市委书记乔新江在现场调
研时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两个更好”殷切嘱托，勇
担加快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历史使命，全力以赴推进
项目建设，使这一重大水利工程早日造福老区群众。

据介绍，该工程是 2019年全国重点推进的 12个重大
水利工程之一，也是河南省实施“四水同治”首批推进的十
大水利工程之一。该工程涉及息县、淮滨和潢川3县，主要
包括息县枢纽工程、城市供水工程、灌区骨干工程三部分，
建成后可解决沿淮 103万名群众生产生活用水难题，农业
灌溉面积 35.7万亩，实现年经济效益 5.9亿元。该工程于
去年 9 月底正式开工，计划于 2022 年汛期前下闸蓄水，
2023年完成全部配套工程建设。③5

本报讯（记者 成利军）10月 27日，副省长武国定到济
源示范区督导调研安全生产和森林防火工作。

武国定先后来到金利集团、金马能源和愚公林场，了
解企业安全生产双重预防体系建设情况，督导秋冬季森林
防灭火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武国定指出，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认真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安全至上、生
命至上，切实把安全生产扛在肩上、装在心里、抓在手上。要
深入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全面排查行业风险隐
患，坚持问题导向、标本兼治，全面提升安全管理水平。要切
实抓好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利用信息化手段，逐步扩大覆盖
面，确保真建真用，及时消除安全隐患。要严格落实安全生
产责任制，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的要求，严
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坚决
做到“三管三必须”，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要严格落
实森林防火措施，严防森林火灾事故发生。③4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10月 27日，南阳北控龙升水务
有限公司的取水申请获得省水利厅正式批准，得到了省水
利厅发放的全省第一张取水许可电子证照。

据介绍，取水许可证被列为国家第一批高频推广应用
的电子证照。取水许可电子证照是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据
有关法律法规、按照统一标准规范核发的载有取水权人取
水许可审批信息的法律电子证件。取水许可电子证照的
发放，标志着河南省水利系统在深化“放管服”改革、实行
取水许可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推进水资源管理政务服务
标准化和便民化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按照水利部和省政府部署，省水利厅搭建了河南省取水
许可电子证照管理系统，在省大数据管理局大力支持下，实现
了与全国取水许可电子证照系统和省政务服务平台的技术对
接和信息共享，成功颁发了我省第一批取水许可电子证照。

省水利厅水文水资源管理处副处长王鸣镝表示，下一
步，我省将加快推进市县电子证照推广应用工作，完成已有
取水许可证历史存量数据电子化转换，深化水资源业务应用
系统与政务平台的融合，推动取用水管理“一网通办”。③6

全省市县人大常委会
主任培训班开班

大别山革命老区
引淮供水灌溉工程成功截流

把安全生产装在心里抓在手上

我省发放首张
取水许可电子证照

□本报记者 卢松

长葛市后河镇闫楼村村民以前办红白
事，都讲排场、比阔气。针对这种不良风
气，闫楼村委在其公众号“以案促改”栏目，
连续通报几起基层党员干部违规大操大办
的典型案例，对干部群众触动很大。

“广泛征求村民意见后，村里成立红白理
事会，建设‘百姓大食堂’，村民红白事一个标
准办理，每桌餐费300元，大大减轻了群众负
担。”10月 22日，该村党支部书记闫东锋介
绍，村里遇到棘手的事，都会先找典型案例开
展警示教育，然后完善制度，精准解决。

融入日常经常，以案促改更有活力。
长葛市出台《推进以案促改制度化常态化
实施细则》，推动各级扛稳党委主体责任、
抓牢纪委监督责任、盯紧部门联动责任、压

实案发单位落实责任，以案促改在全市全
面铺开、落地生根。

建立以案促改“第一课”制度。长葛市
重大项目实施前，分包县级领导、属地镇
（办）党委书记、派驻项目纪检监察员分别
讲好宣传发动、政策解读、警示教育“三大
课”，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拧紧思想“总开
关”，确保“工程干好，干部不倒”。

“逢案必改强震慑、正反结合抓教育、
剖析问题找症结、建章立制管根本”，抓住
这“四个关键环节”，推动以案促改务实见
效。2018年以来，长葛市共运用 557起违
纪违法案件开展以案促改，开展警示教育
1892 场次，受教育党员干部 5 万余人次。

针对违纪违法案件暴露出的普遍性问题，
全市共废止、修订、新建各类制度898项。

聚焦群众关心的“三资”管理、扶贫项目
和低保申请等12项工作，针对违规违纪案例
暴露出的问题，长葛市各村（社区）公布小微
权力运行流程图，做到权力清单、规章制度、
运行程序、运行过程、运行结果“五公开”，既
方便群众办事，又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我们发挥 3个以案促改示范乡（镇）、
10个县级以案促改示范村（社区）典型引领
作用，推动以案促改向基层延伸，规范小微
权力运行，有效破解了基层治理难题。”长
葛市纪委书记段殿臣说。

深化以案促改，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企业

“稳”得住、就业“保”得实。长葛市梳理近年来
查处的破坏营商环境违纪违法案件，查摆“亲”
而不“清”、“清”而不“亲”问题，突出“放管服”改
革、加强公共资源管理，制定规范政商交往实
施办法等制度，助推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今年以来，长葛市县级干部带头走访
企业 530多家，解决问题 163个，企业实现
高比率复工复产；全市新增市场主体 7393
个，累计吸纳就业 11.5 万人，有力推动了

“六稳”“六保”工作落实。
“以案促改融入优化营商环境、污染防治

攻坚战、脱贫攻坚战等中心工作，放大综合效
应，营造了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经济社会发
展稳中有进、持续向好。”长葛市委书记尹俊
营介绍，在全省93个非重点生态功能县（市）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目标考评中，长葛市
2018年和2019年连续两年高居榜首。③8

□本报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杜福建

革命战争时期，他荣立赫赫战
功；新中国建设时期，他自掏腰包，
为建设革命英雄纪念碑和烈士陵园
多方奔走；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他
心系公益，帮贫扶困……

在抗美援朝作战中，张庚所在
的军团奉命在白云山地区进行防御
阻击，张庚因此身负重伤，达五级伤
残。这次阻击战，他所在连荣立集
体一等功，他本人荣立一等功。

“参军就是为了打仗，为了报效
国家，受点伤不算什么！”回忆起当年
的峥嵘岁月，老人摸着受伤的腿说。

1956年，张庚转业到桐柏县财
政部门工作。他利用在部队荣军学校
学习的财会知识，挑灯夜战，废寝忘食
地编写会计教材。经过艰苦的努力，
他所编写的“农业收付现金记账法”

“高级社与社办工业、食堂收付记账
法”等记账方式，被作为会计培训班教
材，并在全县推广使用，对当时桐柏农
村财务管理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70 年到 1973 年，张庚任程
湾公社财政所所长，主管姚河大队
15个生产队的税收工作。张庚创立
的“民主理财、增加税收”办法在姚
河大队 15 个生产队试点推广使
用。1973 年，“民主理财、增加税

收”办法在全县各公社推广使用。
同年，该办法在南阳地区推广使用。

小岗位大奉献。张庚先后在平
氏农技推广站、洪仪河财政所、桐柏
县铸造厂等多个单位工作，他不求
闻达、兢兢业业，在平凡的工作岗位
上取得了不平凡的业绩，多次被省、
市、县评为先进工作者，所领导的单
位，多次被评为先进单位。

1992年 12月，张庚办理了离休
手续。离休后他一直有一个愿望，
就是希望自己的家乡、革命老区桐
柏县建设一座革命英雄纪念碑和一
处烈士陵园。老人多次自掏腰包，
多方奔走呼吁，向相关部门争取立
项和建设资金。在他和相关部门的
努力下，桐柏英雄纪念碑终于建
成。桐柏革命烈士陵园于 2014 年
开始筹备建设，目前基本完工。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就应该时
刻胸怀社会，热心公益，让革命精神
发扬光大！”张庚把房前屋后的闲置
地利用起来，种植蔬菜，免费送给困
难群众。今年疫情防控期间，他还作
为义务宣传员，帮助社区干部做好宣
传引导和劝返外出群众工作……

一颗心、一辈子，献给党。有着
64年党龄的老党员张庚，深藏功与
名，在滚滚向前的时代洪流中，用实
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
命。③8

□本报记者 王小萍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红

“铁路架在半山腰，火车飞驰
冲云霄”。在三门峡市陕州区观音
堂镇和硖石乡的一道山谷间，横跨
着陇海铁路上的八号桥，这也是我
国铁道线上唯一一座以人名命名
的铁路桥梁——“杨连弟桥”。

10月 26日，记者一行乘车行
进在豫西小秦岭余脉，从山谷蜿蜒
而上，来到位于山腰的洛阳工段杨
连弟桥隧工区。

“过去想要从桥下到工区，只
有通过前面这条山道，这条山道一
共 189 级台阶，仅能一人通过，坡
陡在 70度左右，当年守护桥的工
友都是沿着这条山道背工具和米
面上来。”杨连弟桥隧工区工长李
玉斌介绍。

李玉斌的爷爷和父亲都是杨
连弟桥的守护人。2000年李玉斌
从部队复员后，被分配到南阳工务
段镇平线路工区，成为一名铁路养
路人。2008 年，他主动申请来到
洛阳工务段杨连弟桥隧工区工作。

12 年来，李玉斌始终以杨连
弟“登高精神”激励自己勇过难
关。养护桥梁，要定期对桥梁体的
钢构架、托架进行除锈、油漆，而要
完成这些工作，就必须学会“荡秋

千”，即蹲在悬在大桥外的一块狭
长木板上工作，稍微一用力，木板
便在半空中晃动。年轻的李玉斌
总是冲在前面“荡秋千”，被工友们
称为“秋千哥”。

“别看现在荡得自如，第一次
‘荡秋千’也吓得不轻，干不了活。后
来‘荡秋千’次数多了，腿不哆嗦了，
才能慢慢地正常作业。”李玉斌说。

而杨连弟桥地处峡谷风口，经
常出现大风，特别是春运期间，大
桥上的气温低至零下 10℃，穿越
峡谷的风像刀子一样。李玉斌带
领工友们克服各种困难完成任
务。他领着除雪打冰施工突击队
徒步检查洞壁和线路道床结冰情
况，及时消除各类隧道设备病害。
2019年 4月，李玉斌带领的杨连弟
桥隧工区获得中国铁路郑州局集
团有限公司“标兵班组”称号。

在杨连弟桥的西北侧，苍松翠
柏间，矗立着一座“杨连弟烈士永垂
不朽”的纪念碑，纪念碑的对面是杨
连弟烈士纪念馆。李玉斌主动担任
了杨连弟烈士纪念馆的义务讲解
员。“勇于创新、敢于担当、认真负
责、坚守奉献，这是新时代杨连弟

‘登高精神’的精髓。我们要继续传
承弘扬杨连弟烈士的‘登高精神’，
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坚守、拼搏，再
立新功。”李玉斌说。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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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80岁的五保户琚七妞，平常省吃俭用，听说
给孙占元雕像捐钱，走几里山路送来200元钱。

占元村有13个自然村221户人家，是省级贫困村。脱
贫攻坚战打响以来，村里先后建起占元纪念广场，塑起占元
雕像，翻修了占元故居纪念馆；修建3公里水泥路，实现了自
然村“村村通”，70%的农户达到了“户户通”；新建蓄水池，解
决了群众吃水难的问题；改造电网，美化、绿化、亮化了环
境。2017年，占元村整村脱贫。2018年 1月入选河南省传
统村落名录。2019年，村里8户贫困户共14人全部脱贫。

红色资源丰富，自然风光美丽，发展旅游条件得天独厚。
2019年，孙梅荣和村干部反复研究旅游发展规划，最终确定

“星级农家院+平价度假村+农家乐”的三位一体旅游服务发
展模式，并配合镇政府做好申报国家3A级景区的相关工作。

去年夏天，该村对一处废弃院落进行高标准设计改建，
打造星级农家院。在村内的扶贫安置点修建平价客房 28
间，配套有厨房、热水器、电视、床等生活设施。为缅怀英
雄，他们正在打造占元村红色记忆度假村。

英雄故里如今换了新颜。一台台风力发电机组矗立在
山顶，乳白色的巨大叶片随风徐徐转动；一座座青石墙、黛
蓝瓦、白灰线的院落惬意地散落在大山的臂弯里；板栗、柿
子、山楂、桃树点缀在房前屋后……“我们一定努力把英雄
故里建得更美更好！”孙梅荣信心满满。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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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7日，内黄县向阳
路小学的孩子们在综合办公
楼前举行“唱红歌 弘正气”
歌咏比赛。1349 名学生同
声高唱《国家》，激发师生内
心的爱国情怀，让孩子们从
小树立爱国主义思想。⑨6
刘院军 赵乙璇 摄

1932 年 10 月出生于唐河县，1949 年 8 月入伍。1951 年 1 月，赴朝

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白云山战役中，张庚所在部队守住了白云山

主峰，张庚在作战中身负重伤。1956 年，转业到桐柏，在平凡的岗位

上，默默奉献了 36 年

1919年出生，1949年 3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1949年 8

月，陇海铁路八号桥被炸毁，杨连弟徒手单杆攀登上 45米高的桥墩抢

修大桥，被授予“登高英雄”称号。1952年，在抗美援朝抢修清川江大

桥时，被敌机投下的定时炸弹弹片击中头部，壮烈牺牲，年仅 33岁

占元村 焕新颜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志愿军队伍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新华社发

杨连弟 张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