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学习贯彻全会精神 奋力实现 开新局

详见08版迈出建设开放强省的坚实步伐

编者按 初心是颗什么心？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即将到来之际回答这个问题，意义特殊，意味深长。

2021年，新的五年规划从这里开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在这里交汇。征途漫漫，需要

我们这一代人躬身自问——对信仰还保持一颗执着之心吗？对事业还保持一颗奉献之心吗？对人民还保持

一颗赤子之心吗？对未来还保持一颗奋斗之心吗？认真回答了这“初心四问”，才能将答案化为动力，变成实

践，更加积极地投身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河南新征程中来。

开年之际，本报邀请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和基层干部群众到具有特殊意义的四个地方，探寻初心，见

证初心，领悟初心，以此启动贯穿全年的《初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别报道》。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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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新伟

“尽量别回来了，

实在不行做完核酸检

测后再回来……”1 月

8 日上午，濮阳市南乐

县西邵乡王崇町村村支书付群法，站

在通往河北省大名县龙王庙镇三角店

村的小桥上，一边在电话中劝导想要

返乡的村民，一边紧盯路口，生怕有人

穿过“警戒线”。自河北邢台、石家庄

出现疫情后，我省与河北交界的市县

第一时间行动起来，把农村疫情防控

放在突出位置，用闭环管理坚决阻隔

疫情传播。

抓住风险点，盯紧关键点，才能防

患 于 未 然 。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传 播 遵 循

“点状—聚集—弥散”的规律，河北疫

情反弹再次敲响警钟:农村社区人口密

度大、流动频密，防控点多、面广、线

长，丝毫不能掉以轻心。我省农村社

区多，外出务工人员多、外地就读学生

多，春节日益临近，回家过年的强烈渴

望让春运“大潮”扑面而来。去年“硬

核”河南的战“疫”成果充分证明，坚决

防止疫情反弹，农村社区是第一道防

线，抓实基层基础是关键。

对来自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进行核

酸检测和集中隔离，家庭聚集原则上

不超过 10 人，暂停各类庙会、体育赛

事、文体演出等大型聚集性活动……

连日来我省多地发布通告，织密农村

社区防控网。充分依靠群众、发动群

众，以村（社区）“两委”换届为契机，发

扬大抓基层、大抓支部的好经验好做

法，推动力量下沉、资源下沉、工作下

沉，完善“人自为防、村自为防、乡自为

防”的农村群防群控体系，扎实抓好农

村社区网格化、精细化管理，我们定能

建强基层疫情防控堡垒，坚决守好基

层疫情防控阵地，过一个祥和安宁的

春节。3

本报讯（记者 栾姗）1月10日，经省
政府同意，省发展改革委、省卫健委联合
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
术困难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聚
焦老年人日常生活涉及的防疫、出行、就
医、消费、文娱、办事、通信等7类高频事
项和服务场景，明确18项重点任务，推
动我省1623万老年人享受智能化服务
更加普遍，传统服务方式更加完善。

手机支付、网约车、扫码点餐……
数字时代颠覆了传统的生活方式，但也
给不会上网、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
人，带来一道难以逾越的“数字鸿沟”。

《河南省互联网发展报告（2019）》显示，
截至2019年年底，我省60岁及以上网
民占比仅为2.6%。据河南省统计局发
布的数据，截至 2019年年底，我省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 1623万，占常
住人口的比例为16.84%。《中老年互联
网生活研究报告》显示，只有 17.4%的
中老年人经常使用手机支付功能。这
些数字折射出老年群体在数字时代面
临诸多生活不便的尴尬与困境。

“年轻人眼里的基础操作，可能就
是老年人面前的技术高墙。”省发展改
革委相关负责人说，要坚持传统服务

方式与智能化服务创新并举，切实解
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

《方案》指出，最常用的“健康码”防
疫，要为不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设立

“无健康码通道”，采取有效身份证件登
记、纸质证明、“通信行程卡”等替代措
施。便利日常交通出行方面，引导鼓励
网约车平台设置“一键叫车”功能，为老
年人提供便捷叫车服务。就医问诊方
面，提供现场、电话、网络预约等多种挂
号方式，并保留一定比例的现场号源。
特别是消费支付，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以任何方式拒收现金。③4

□本报记者 杨晓东 刘洋 祁道鹏

“这块桦树皮，是我父母从东北带回来
的。”1月8日，家住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
限公司材料厂家属院的马继民，小心翼翼地
揭开一块红布，恭恭敬敬地托着，“那片桦树
林，就是我爷爷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场。”

马继民的爷爷叫马尚德，就是大家熟
知的抗日英雄杨靖宇将军。1940年 2月
23日，杨靖宇孤身与日军周旋5个昼夜，最
后壮烈殉国，时年35岁。残忍的日军将他
割头剖腹，发现他的胃中没有一粒粮食，只
有没能消化的树皮、草根和棉絮。

这些历史马继民都是听母亲讲的。他
说，家里跟爷爷有关的东西基本上都捐给
了纪念馆，家人对爷爷的纪念方式就是每
年去扫墓，没有啥特别形式。

“我爷爷的初心就是一腔热血的报国
之心。作为抗日英雄的后代，不能躺在爷
爷的功劳簿上向政府提要求、捞好处。要
像爷爷一样心念民族、国家，绝不能给英雄
抹黑，不能给故乡确山丢脸！”翻着相册，抚
摸着爷爷仅存的几张照片，马继民哽咽了。

确山县位于驻马店市南部，不仅是抗
日英雄杨靖宇的故乡，也曾是河南人民抗

战的指挥中心。抗战时期，中共河南省委、
中共中央中原局先后在确山竹沟设立。

“乌云之中见青天，竹沟就是小延安；
一声号令震破天，千军万马上前线。”确山
县竹沟镇，是新四军二师、四师、五师的重
要发祥地，竹沟革命纪念馆里，红色旗帜、
大刀枪炮、宣传刊物……一件件革命旧物
生动再现了这段历史。

“这棵石榴树是1939年刘少奇同志亲
手种下的。现在虽然部分树干空了，但整
棵树仍在生长。”站在中共中央中原局办公
旧址前，竹沟革命纪念馆馆长鲁金亮介绍，

“我们党在竹沟运筹帷幄，打开了河南、湖
北、安徽、江苏地区敌后抗日斗争的新局
面，锻造出一个‘红色基地’。”

红色的历史、红色的土壤，造就了确山
人民顽强奋进的“红色基因”。改革开放初
期，确山县一批农民不甘落后现状，外出打
工。其中，王金堂没有与大多数乡亲一样
南下，而是选择去了北京。

“我 16岁时卖了家里的麦子出去打
工，走之前，我去竹沟革命纪念馆转了几
圈，下定决心不南下，要去北京，让‘小延
安’在首都声名远扬。”王金堂说。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龚砚庆 通讯员 孙俊旗）
“仅蜜蜂养殖和蜜源植物种植产业链，我们就
带动了全镇 915户贫困户实现产业增收，户
均增收 3000元以上。”1月 8日，在尉氏县蜂
友养蜂专业合作社产品展示厅内，该县十八
里镇党委书记蒋占兵谈起不断拉长的蜜蜂养
殖和蜜源植物种植产业链，如数家珍。

蜂友养蜂专业合作社通过“蜂农+合作
社+工厂+销售”一条龙的模式运营，使合作社
成为一个集企业化、规模化养殖和加工、销售
于一体的新型合作社，年销售收入 630余万
元。所采取的“合作社+贫困户”的代管代养模
式，带动贫困户 128户脱贫增收和周边农民
2000余人成功就业。

无独有偶，开封市耕耘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贫困户”

“强社带弱社”等模式，发展壮大食用菌产业，
目前已辐射 6个乡镇 62个食用菌扶贫基地，
实现带贫2043户，户均增收5000元。

产业成链民增收，是尉氏县委、县政府在脱
贫攻坚战中的谋划重点。依托自然资源和农业
资源丰富、种植业和养殖业发展条件优越的优
势，该县强化顶层设计，科学制定相关政策文
件，引导企业、合作社、种养大户领着干，贫困户
自主参与跟着干，在全县初步形成了“一乡一业
一园区、一村一景一基地”的产业发展格局。

（下转第六版）

本报讯（记者 郭海方 通讯员 曲从俊）
1月 8日，位于漯河市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中国（漯河）液压科技产业园一派繁忙场景。
在占地 320亩的一期园区，8万平方米标准
化厂房已建成投用，签约进驻香港国泰达鸣
精密件、天津久铖机械制造、韩国诚一设备制
造等 10多个项目。立足液压科技产业园这
个专业园区“精品店”，通过引进龙头企业和
上下游关联项目，漯河市液压科技产业正由
原先单一的钢丝缠绕胶管向高分子材料、精
密件制造、液压系统总成等方向延伸升级，产
业链条更加完善。

忙碌的不止液压科技产业园。在该区的
零担和大宗商品物流园，去年新建的宇培（漯
河）电商冷链产业园智能冷链仓库、恒温仓储
分拨中心等正有序运营。依托香港宇培、圆
通速递、双汇物流、大象物流等200多家物流
企业，经开区已形成涵盖普通货运、冷链物
流、农产品批发交易等功能的现代物流集群。

依托产业集聚区规划建设专业园区“精品
店”，是漯河经开区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的重要
法宝。聚焦特色主导产业，该区精心绘制招商
图谱，加快标准化厂房建设，着力打造食品和包
装机械产业园、液压科技产业园、食品辅料产业
园、检验检测产业园、零担和大宗商品物流园五
大专业园区，形成了产业集聚的良好态势。

（下转第六版）

盯紧农村社区这个关键点
——坚决筑牢疫情防控“中原防线”⑤

我省发文破解智能化生活“老来难”

跨越“数字鸿沟”共享“数字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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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途漫漫 惟有奋斗

并非所有征程，都以晨曦为序章。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是生物钟的逆行者，为梦
想、为职责、为诺言，他们在夜色中负重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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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宜龙 贺淑云 赵笑菊

在全省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
攻坚进入最后收官阶段，2020 年 11
月 27日，洛宁县委原常委、原常务副
县长马利军，在赴河底镇督导脱贫攻
坚工作途中突发心脏病，因抢救无效
去世，生命永远定格在了45岁。

“马利军是个‘拼命三郎’，他长年
累月超负荷工作，直到生命最后一
刻！”“我们脱贫了，日子过得一天比一
天好，多亏了县领导马利军，他是一位

好人啊！”……
马利军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用生命践行“忠诚、
干净、担当”的好干部要求；发扬“进
取、拼抢、攻坚”精神，创造了项目建设

“加速度”，打赢了分包片区脱贫攻坚
战、疫情防控阻击战、黄河流域生态环
境“保卫战”，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
责任担当；始终牢记党的宗旨，发扬焦
裕禄同志“三股劲”精神，把群众当亲
人，以初心赢民心，让“红色基因”深深
扎根人民土壤。2020年，马利军荣获

洛阳市优秀共产党员、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2020 年 12月 29日，洛阳市委下
发《开展向马利军同志学习活动的决
定》，要求全市党员干部学习马利军先
进事迹，发扬“进取、拼抢、攻坚”精神，
在加快建设洛阳都市圈、开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市新征程中砥砺
奋进、建功立业。

内容详见今日第七版“洛阳新闻”
《洛水长虹映初心——追记中共洛宁
县委原常委、原常务副县长马利军》。

洛阳市开展向马利军学习活动

洛 水 长 虹 映 初 心

右图 确山县竹沟镇革命烈士陵园⑨6
弓华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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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0日，博爱县举行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庆祝大会，公安交警铁骑队以及全
体民警进行入警誓词宣誓。⑨3 程全 摄

——前行，在零点之后

初心是对信仰的执着之心

边走边悟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