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要闻│032021年2月9日 星期二
组版编辑 高超 悦连城 美编 周鸿斌

1929年，鲁山县建立了中共鲁山特别

支部，领导人民开展武装斗争。1932年与

1934年，红三军和红二十五军在鲁山留下

光辉的足迹。解放战争时期，豫陕鄂边区

和豫西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在鲁山县建立。

1948年，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

领导人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李

雪峰、陈赓等多次在鲁山居住并主持召开

重要会议。1948年 6月，中共豫西区党委

在鲁山成立。1949年 2月，豫西区党委首

次党代会在鲁山县城召开，会上宣布撤销

豫西区党委，成立中共河南省委。③9

鲁山县

名片

追寻初心 中原印记

浙赣归来话打算

开新局·乡村振兴走前列“ ”

□本报记者 王小萍

2 月 4日，记者见到了灵宝市
委书记孙淑芳，听她说起去年的江
西浙江行，仍然很兴奋。她说安吉
是“七山一水两分田”，灵宝是“七
山两塬一分川”，两地地形地貌、生
态 禀 赋 十 分 相 似 ，但 安 吉 早 在
2001 年就确定了“生态立县”战
略，灵宝则依赖黄金矿产资源，“学
习归来，认真反思，我们下决心实
施‘生态立市’战略，突出环境整
治，推动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
把生态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推动
产业富民，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那么如何推动产业生态化、生
态产业化呢？孙淑芳成竹在胸。
她说，灵宝这几年以铁的手腕进行
小秦岭矿山治理和生态修复。在
生态修复的同时，对全市村庄环境
进行综合整治，推行“村收集、乡转
运、市处理”垃圾处理模式，集中开
展“打违治乱”，拆除违建和一户多

宅3.9万处200余万平方米，城乡面
貌发生了很大变化。生态修复后，
昔日车水马龙、尘土飞扬的矿区恢
复了平静，山变绿了，水变清了，同
时带来了产业的变革。比如，阳平
镇大湖村利用原矿区设施，开展美
术培训、黄金研学游；朱阳镇王家村
利用干净的河水发展漂流；函谷关
镇沿河建设秦人码头、发展“夜经
济”，走出了一条既要金山银山又要
绿水青山的致富路。

苹果是灵宝的致富果，孙淑芳
说，灵宝要围绕苹果做文章，推动
产业生态化。灵宝苹果品牌价值
达 186.42 亿元，居全国县级苹果
品牌第一位。为推进产业化，灵宝
专门制定了金苹果 99 道生产工
序，推行绿色标准化生产技术规
程，新发展现代矮砧苹果种植面积
1.5万亩，老果园改造 4万亩，引进
新品种 33个，灵宝被评为中国富
硒苹果之乡。同时，灵宝举办网上
认养苹果树、云上种苹果活动，建
设寺河山苹果小镇，打造苹果国家
现代农业产业园，举办苹果采摘
季、金城果会，大力发展研学游、康

养游、休闲游、采摘游，促进三产融
合发展。

孙淑芳深有感触地说，生态本
身就是经济，是最大最普惠的民
生。灵宝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关
键在于如何让生态效益转变为经
济效益。灵宝在植树造绿时，选择
苹果、连翘等经济作物；利用南部
山区森林覆盖率 80%以上的有利
条件，发展森林康养小镇；利用大
片的槐树林，发展养蜂业；利用洁
净的空气、水、土壤，发展高山蔬菜
栽培，让农民从绿水青山中收获更
多真金白银。

灵宝 2018年被确定为全省乡
村振兴示范市，通过近年来的生态
修复和环境改善，现在，群众无论
是思想观念还是行为习惯，都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尊重自然、保
护生态已经成为每一个人的思想
自觉和行动自觉。

孙淑芳表示，今后灵宝将抢抓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战略机遇，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为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
绚丽篇章贡献力量。③8

生态立市 产业富民 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访中共灵宝市委书记孙淑芳

启航新征程
百年路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一座屹立百年的小楼，记录着中原解放
战争的运筹，革命之火仍熊熊不息；一条久经
沧桑的大街，见证着邓小平早期经济思想的
萌发，红色基因已融入血脉。

鲁山县是革命老区，红色文化底蕴深厚：
1929年，中共鲁山特别支部建立，带领群众
开展武装斗争；1932年，贺龙、关向应带领红
三军，在实施战略转移时途经鲁山；1934年，
红二十五军由方城县进入鲁山县，行程 3天
200多公里，沿途留下了光辉足迹……

解放战争时期，鲁山的战略地位更为重
要：1947年，陈（陈赓）谢（谢富治）兵团挺进豫
西，接连解放了豫西诸县，开辟了豫陕鄂解放
区，在鲁山成立豫陕鄂后方工作委员会和豫陕
鄂边区行政公署（1948年 6月被撤销，成立了
中共豫西区党委、豫西行署和豫西军区）。

2月 3日，鲁山县委大院，明媚的阳光洒
向一栋欧式青砖小楼，门匾上的“豫西革命纪
念馆”鎏金大字更加耀眼，楼前安放着解放战
争时期邓小平的半身铜像，一身戎装，目光炯
炯。这里，便是豫陕鄂前后方工作委员会的
驻地。

“我们把这里保护起来，打造为革命纪念
馆，展出有鲁山县早期革命、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时期的图片、文字资料、实物等600多件
（幅），为的是让后人记住先辈们浴血奋战的
峥嵘岁月。”鲁山县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王溢慧
说。

看着发黄的老照片和报纸，怀着敬重之
情，一行人拾级而上。二楼东南角是一间十
多平方米的屋子，摆放着一张老式木床、一张
旧方桌和两把椅子，一部手摇式电话摆在床
边，仿佛正在等待前方战场的消息。

1948年年初，刘邓大军从大别山向豫西
转移，4月中旬来到鲁山、宝丰一带，与陈谢兵
团会师。1948年 4月 13日晚，邓小平来到鲁
山了解后方部队和当地的情况，在小楼上住
了半个多月。随后半年，邓小平多次居住于
此，并在此运筹帷幄中原解放战争。

如今，小楼成了我省重要的红色旅游景
点，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被省委组织部命名为第
一批红色教育基地。豫西革命纪

念馆自2004年开馆以来，累计接待参观学习
者120多万人次，其中青少年32.8万人次。

走出纪念馆，往东不远处，有一条“邓小
平市场街”。王溢慧介绍，这条街见证着“邓
小平早期经济思想的雏形”的诞生。

豫陕鄂边区及豫西区党、政、军领导机关
驻扎期间，鲁山县是豫陕鄂边区及豫西区政
治、经济、文化中心，发行有《豫西日报》（《河
南日报》前身）和邮票、货币等。邓小平、刘伯
承、陈毅等人多次在鲁山主持召开重要会议，
除了组织开展武装建设与军事活动外，还领
导开展组织建设、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

1948年 4月，豫陕鄂前后方工作委员会
联席会议召开，邓小平在会上作了《跃进中原
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的重要报告
（即“鲁山报告”），客观论述了市场与政治、经
济、人民生计的关系，以及保护发展市场的政
策策略，提出在广大解放区开展市场经济、巩
固解放区经济建设。

历经 70多年的发展，曾经的市场街变得
更加繁荣，沿街布满大大小小的店铺，有手工
制作铁器、铜器的百年老店，有老字号羊肉
馆、烧鸡店，还有时下流行的“网红”面馆，吸
引着络绎不绝的顾客，散发着勃勃生机与活
力。③9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立
春”已过，我省小麦将陆续返青、
起身、拔节。受“拉尼娜”现象影
响，我省农业气候条件总体偏差，
今春干旱、低温、阴雨等极端天气
发生概率增大。2月 8日，记者获
悉，省农业农村厅近日发布《河南
省2021年小麦防灾减灾保丰收预
案》，提出春季麦田管理要注意防
旱防寒防病虫害，切实减轻灾害
影响，夯实夏粮丰收基础。

据气象部门监测，2020 年年
末一次中等强度的“拉尼娜”已形
成 ，预 计 影 响 将 持 续 到 今 年 春
季。专家预测，2021年我省小麦
生产中、后期局部地区可能出现
阶段性干旱、低温、阴雨，病虫害
偏重流行加剧。

今年1月以来，全省大部以墒
情适宜为主，部分地区由于前期
基本无有效降水，缺墒明显。根
据预测，3~5月份全省降水偏少，
气温偏高0℃~1℃，部分地区可能
出现春旱，当前旱情持续地区可
能发生冬春连旱。

防范干旱要广辟水源，有灌
溉条件的受旱地块，集中有限水
源浇水保苗，灌溉后采取浅中耕，

切断土壤表层毛细管，减少蒸发；
无灌溉条件的旱地麦田，土壤化
冻后及时镇压，提墒保墒。适时
喷施叶面抗旱保水剂，增加植株
穗部水分，提高植物抗旱性。

我省早春气温回暖快，易出
现阶段性强冷空气，预计 3 月中
旬后期至下旬前期、3月底至 4月
上旬前期、4 月中旬前中期可能
出现“倒春寒”天气，尤其是豫北、
西南等冻害高发、重发区要重点
防范。

防范低温冻害。对弱苗及时
追肥，合理调控肥水，促进苗情转
化升级，提高抗寒防冻能力。对
旺长苗或有旺长趋势的麦田及时
开展镇压蹲苗，促进控旺转壮。
一旦发现受冻害麦田，可及时追
施适量氮肥，适时浇水，促进受冻
麦苗尽快恢复生长。

防治重大病虫危害。对今年
春季病虫害要监测预警、分类防
控，落实小麦条锈病“带药侦查，
打点保面”，对赤霉病“主动出击，
见花打药”。各地可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等方式，大力开展统防统治、
群防群治，提高防治效率、效果，
遏制重大病虫蔓延和危害。③4

防范干旱
广辟水源；土壤化冻后及时镇压，
提墒保墒；喷施叶面抗旱保水剂

防范低温冻害
弱苗及时追肥；旺苗及时开展镇压
蹲苗；受冻害麦田及时追施氮肥，
适时浇水

防治重大病虫危害
落实小麦条锈病“带药侦查，打点
保面”；对赤霉病“主动出击，见花
打药”；大力开展统防统治、群防群
治，提高防治效率、效果

□本报记者 卢松
本报通讯员 鲁浩 袁浩然

2月 7日，十届省纪委六次全会在
郑州举行。会议强调，要聚焦“十四
五”发展，强化政治监督，把准监督的
立足点，找准监督的着力点，聚焦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工作的重大要
求，聚焦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推动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构建新
发展格局等重大国家战略实施情况，
加强监督检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
到哪里，监督检查就跟进到哪里。

与会同志一致表示，要认真贯彻
落实全会部署，围绕“两个维护”强化
政治监督，坚定不移营造学的氛围、严
的氛围、干的氛围，为“十四五”开好
局、全面建设现代化河南起好步提供
坚强保证。

面对“十四五”开局起步、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和
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全面展开的新
任务，郑州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杜
新军表示，“我们将始终保持‘赶考’的
清醒，坚持从政治上把握和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
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充分发挥全面从
严治党引领保障作用，把党的领导和
监督贯穿郑州‘十四五’建设全过程、
各方面，使正风肃纪反腐更好适应现
代化建设需要，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
量保障经济社会发展高质量。”

“要坚持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创新
理论，把党中央决策部署与纪委监委

监督科学结合起来。”洛阳市纪委书
记、市监委主任李保国说，过去一年，
洛阳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把落实中央
决策部署与开展政治监督相结合，先
后发现并查处影响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问题 749个。2021年，将紧盯

“七个有之”，突出“关键少数”，制定监
督清单，更加做实做细政治监督，为加
快建设洛阳都市圈、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市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开封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卢
志军表示，将对标对表全会部署和要
求，坚持监督重点与重大决策部署同
向发力、同频共振，建立起全链条闭环
监督机制。同时，用好“互联网+监督”
平台，构建全覆盖监督网，健全政治生
态分析研判机制，持续推动政治监督
精准化、常态化。

“作为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的专
责机关，必须具体化常态化开展政治
监督。”鹤壁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
冯芳喜表示，今年将继续深化政治监
督“三步三清单”工作法，探索对被监
督单位党组织的政治画像和政治生态
评价，压实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党委（党
组）一把手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强
化政治监督成果运用，发挥监督保障
执行、促进完善发展的作用。

“我们以政治生态评价、‘1+X’项
目化监督为抓手，聚焦问题、精准‘画
像’，加强对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政
治立场、政治态度、政治担当等方面的
监督，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常态化，收
到了良好效果。”漯河市纪委书记、市

监委主任杨骁表示，今年将进一步健
全完善政治生态分析研判制度机制，
深化政治生态评价工作，精准监督、精
准施治，推动政治生态持续向善向上。

政治监督既要融入日常，又要做
在经常。安阳市纪委监委研究出台
《关于深入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常态
化的意见》《把违反政治纪律政治规矩
问题摆在监督执纪问责首位的意见》，
为全市纪检监察机关突出抓好政治监
督工作提供操作指南。“下一步，将更
加突出政治监督，以跟进监督、精准监
督、全程监督，推动全市各级各部门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安阳
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黄明海说。

“我们在日常工作中要做实政治
监督，特别是围绕监督保障‘十四五’
时期中央、省、市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情
况、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成果情况、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
遵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情况等，切实
把监督融入‘十四五’建设之中，确保
开好局、起好步，以严肃的政治监督维
护政令畅通。”焦作市纪委书记、市监
委主任牛书军表示。

濮阳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代主任
李向前说：“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
化营商环境就是解放生产力、提升竞
争力。我们将着力发挥监督保障执
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落实《濮阳市
纪检监察机关服务保障企业发展的八
项措施》，督促涉企职能部门落实政
策、优化服务，为企业健康发展保驾护
航。”③5

以强有力政治监督
确保开好局起好步

——与会同志学习热议十届省纪委六次全会精神

防旱防寒防病虫害 小麦春管“划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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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正在擦拭鲁山工作人员正在擦拭鲁山邓邓
小平故居的牌匾小平故居的牌匾。。⑨⑨33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建新张建新 摄摄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2 月 8
日，记者从省气象台获悉，预计 2月
17 日前冷空气活动较弱，全省大部
无有效降水，气温明显偏高，其间，
北部、中东部有 3天至 4天的中到重
度霾，9 日至 13 日大部最高气温将
升至 17℃~19℃。

今年 1月 1日至 2月 6日全省平
均 降 水 量 3.6 毫 米 ，较 常 年 同 期
（14.2 毫米）偏少 75%；黄河以北和
中部大部地区已连续 37天无有效降

水；全省平均气温 3.2℃，较常年同
期（0.8℃）偏高 2.4℃，为 1961 年以
来第四高。截至目前全省有 66%的
站点出现轻度气象干旱，豫西豫北
有 41个（占 19%）测站墒情不足，太
行山区和伏牛山区森林火险等级偏
高。预计未来 10 天我省无有效降
水，且温度偏高；全省旱情将继续发
展，冬小麦发育期将早于常年，可能
提前返青。建议做好抗旱保墒、森
林防火、冬小麦控旺镇压及污染防

控工作。
据悉，当前苗情较好，豫西豫北

局部墒情不足。需密切关注旱情变
化，做好抗旱保墒工作。③5

春节期间我省降水偏少气温偏高

小麦春管措施

▼2 月 2 日，尉氏县张市镇万
亩高标准农田对麦田进行喷灌。
近年来，该镇积极打造高标准农田
“升级版”，不断提升耕地地力和提
高粮食生产能力。⑨3 李新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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