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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2月 22日，
记者从郑州海关了解到，1月份我省中
药材出口188.3吨、货值463.3万元，同
比分别增长70.3%、75.4%。

中药材属于检疫风险较高的植物
产品，国外准入要求比较严苛，而相关
企业常年从事内销业务，缺乏防范植
物检疫风险的意识、制度和措施。为
了解决企业认知问题，郑州海关帮扶
企业普遍建立生产加工全过程防疫管
理制度，现场指导企业从原料来源、加
工工艺、仓储条件等关键环节加强对
植物病虫害的防范措施，同时强化日
常监管和现场检疫，确保出境中药材
不携带目的地官方关注的检疫性有害
生物。

河南温县怀明堂药业有限公司就
是海关帮扶后的受益企业。日前，该

公司生产的一批重达 64.8 吨的地黄、
牛膝等中药材，经郑州海关检疫监管
合格后，顺利装运发往越南。“2020年
我们的中药材出口增长了 3倍多，这
个数字在过去想都不敢想。之前我们
因不清楚出口报关要求、不了解出口
国的法规要求发过不少愁，多亏海关
不遗余力帮助，相信明年公司出口业
务还能有更大发展。”该公司负责人李
金秋感慨地说。

据了解，为促进我省中药材产业持
续扩大出口，郑州海关深入辖区出口企
业调研，逐一“把脉问诊”，针对企业在
信息渠道、植物防疫、质量管理和通关
时效等方面存在的困难问题“对症下
药”，开出多剂有疗效的“药方”。2020
年，郑州海关共检疫监管出口各类中药
材1389.8吨，同比增长2倍。③4

本报讯（记者 栾姗）个人的
失信行为，将影响到公务员录用、
调任。2月 22日，省发展改革委、
省委组织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
公务员录用、调任人选社会信用
记录查询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要求做好公务员录用、
调任人选社会信用记录查询工
作。

据介绍，新修订的《公务员
法》以及《公务员录用规定》《公务
员调任规定》明确要求在公务员
录用、调任考察过程中“应当查询
社会信用记录”，“被依法列为失
信联合惩戒对象的”人员不得录
用、调任为公务员。

《通知》指出，省信用中心依托
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开发的“公
务员录用、调任人选社会信用记录
查询系统”，向各地各部门提供公
务员录用、调任人选社会信用记录
查询服务，确保信息核查权威统
一、信息安全可靠。同时，“信用中
国（河南）”网站开设“公务员录用、
调任人选社会信用记录查询指南”
专栏，公示查询工作流程。

《通知》强调，省信用中心从
接到查询申请公文到反馈查询结
果，一般应不超过 3 个工作日。
查询结果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信
息的，省信用中心进行二次复审、
复核、复查。③9

□本报记者 祁思元
本报通讯员 刘奇山

“感谢程俊同志率先垂范、奋力战
斗，为挽救重大损失出力献策……”近
日，武警河南总队洛阳支队收到一封
来自山城重庆的感谢信。

原来，2月 13日晚，重庆市石柱县
龙沙镇油房村一间民房因线路老化引
发火灾，正在重庆老家探亲休假的武
警洛阳支队战士程俊四次勇闯火海，
带领乡亲灭火救人，及时控制了火源，
为消防救援争取了时间。

据当地社区干部介绍，火灾发生
后，三楼火势凶猛，迅速烧到了二楼，
随时有可能引爆一楼的煤气罐、发电
机等易燃物品，幸亏程俊及时赶到，将
易燃易爆物品搬离现场，并带领村民
取水灭火、隔断火源。

“邻居家突然发生火灾，而且就在
家附近，当时就想着赶紧过去把火给
灭了。”程俊告诉记者，为了尽快隔断
引火点，在居民端水灭火的同时，他手
脚并用爬上房梁，用木棍把房顶的瓦
片捅下来，隔离左右两边房屋的火源，
控制了火势的蔓延。

消防车到达现场后，程俊主动
上前讲明情况、介绍已采取的措施，
并 配 合 消 防 救 援 人 员 开 展 灭 火 工
作。大火扑灭后，程俊还帮助排查
了楼道电路及其他公共设施的受损
情况。

据了解，早在 2016年春节探亲期
间，程俊就曾勇闯火海、抢救群众财
产，为当地居民所称赞。

面对群众的感谢，程俊表示：“既
然当了兵，无论何时，百姓有难，冲上
去就是我应尽的职责。”③9

□本报记者 刘一宁

2月 18日，准备报名参加今年河南
省公务员招录考试的郑州大学往届毕
业生孙磊打开电脑登录一家公务员培
训机构的官方网站，参加在线视频课
程。“距离‘省考’笔试只有一个多月的
时间，听老师讲课能提高学习效率。”孙
磊说，他还报了一个线下辅导班，报名
结束后就开课，期待这次“双管齐下”能
让他早日成功“上岸”。

今年我省拟招录公务员 7901人，2
月 22 日开始报名，3 月 27 日进行笔
试。不少考生利用春节假期“加油、充
电”，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全力
以赴备考。

报名即将开始，考生应该提前了
解哪些信息？“今年‘省考’继续参加全
国联考，就是跟其他省份在同一天举
行考试。”河南华图公考研究专家张金
国说，“省考”在命题方式上还是自主
命题，其他方面跟去年比并没有特别

大的变化。
去年，有 45万多名考生报名参加

河南省统一录用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
创历史新高。“随着春节假期的结束，考
前咨询、考前培训的热度高涨。”张金国
说，初步预测，今年“省考”的报名人数
有40万人左右。

“省考”笔试考试科目为《行政职业
能力测验》和《申论》。从事公务员教育
培训的来伟涛介绍，从前两年的考试情
况来看，《行政职业能力测验》试卷都一
样，但是《申论》分为两套试卷，分别为
县级以上卷和乡镇卷。今年是实施分
类分级命题的第三年，《申论》可能会更
侧重于考查岗位实际工作知识。

“从报名结束到笔试，今年的备考
周期比往年缩短了不少。考生要结合
自身情况，筛选合适岗位，安排复习进
度。”来伟涛说，掌握基础知识，提高做
题效率很关键。网上有不少免费的学
习资源及学习交流群，考生可以通过

“组团”打卡挑战等方式积极备考。③8

□本报记者 李凤虎

春节以来，中牟县姚家镇罗宋村
党支部副书记宋深伟的电话不断，他
一直在草莓大棚里忙活着。

“宋书记，你来俺家大棚看看，草
莓是不是得病了？”2月 19日上午，正
在村部开会的宋深伟接到村民王军杰
的电话，赶紧骑着电动自行车来到王
军杰家的大棚。

大棚里一垄一垄青翠的草莓苗长
势喜人，鲜红的草莓点缀其间。大棚里
还来了6位草莓种植户，一起“取经”。

宋深伟蹲在地头，现场“把脉问
诊”：“问题不算大，最近气温高，大棚
里要注意通风降湿，这样可以有效减
少病害的发生。”

有的种植户询问草莓死棵咋治，
宋深伟说，死棵是因为土壤酸碱度超
标造成草莓根系营养供给不足，随之
导致根系腐烂。

对种植户们的问题，宋深伟耐心
细致地逐一解答，并提出了科学的综
合防控建议。宋深伟的细致指导，给
草莓种植户们吃下了定心丸。

“春节期间，草莓销售咋样？”宋深
伟问道。“春节期间供不应求，种草莓的
时候，听了宋书记的话，引进新品种，科

学管理，不仅成本降低了，品质上去了，
收入也提高了。”王军杰开心地说。

宋深伟今年38岁，2005年东北农
业大学植物保护专业本科毕业，2008
年华中农业大学农药学专业硕士毕
业，从事草莓种植技术推广多年。
2019 年 2 月，他放弃了 80 万元的年
薪，回到老家罗宋村创业，成立了一个
草莓种植合作社。

这两年，宋深伟走遍了姚家镇所
有的草莓大棚，先后组织了 300多场
线下和线上培训，培训人数上万人次，
将草莓的种植标准流程在中牟进行普
及，让大多数村民对草莓的病虫害管
理有了比较科学的认识。

宋深伟有知识、懂农业、会管理、
善经营，村民们特别欢迎这个返乡创
业的“农业专家”，2020年 12月，宋深
伟当选罗宋村党支部副书记。

“今年，我们将全面推广草莓标准
化生产技术，提升草莓无公害种植技术
水平。经过研讨论证，我们最终选定口
感佳、早熟、产量高、耐储运的‘情人’草
莓作为姚家镇主推品种，种植面积达
1000亩以上。”宋深伟说，“下一步，我
们将大力推进罗宋村草莓种植的二次
创业，将罗宋村打造成为中原草莓第一
村，让中牟的草莓品牌享誉全国。”③8

□本报记者 田宜龙 祁思元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

洛阳市老城区南门外九都东路
222号，有一座古朴典雅的清代庭院式
建筑。这里就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
央、八路军总部设在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部所在地的公开办事机构——八路军
驻洛阳办事处（以下简称“洛八办”）所
在地。

2月 18日，记者在八路军驻洛办事
处纪念馆基本陈列厅内，看到写着八路
军驻洛办事处人员名单的牌子。其中，
有一行红字写着“勤务员赵世杰”。

作为抗战时期洛八办最早的工作
人员之一，今年 99岁高龄的赵世杰不
仅见证了洛八办成立之初的历史，也亲
历了抗战胜利的过程。

1938 年春，日军兵分两路向徐州
地区和黄河一线发起猛攻。中共中央
决定在洛阳建立办事处，准备在日军渡
过黄河后，在桐柏山、伏牛山及豫皖地
区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

1938年 10月，时任中央军委统战
部负责人刘向三，率 50余名军事干部
从延安来到洛阳，建立了八路军驻洛通
讯处。

“那时的洛八办，电台设在院子正
房内，发射天线架在房顶上。”当时担任
发电机摇机员的赵世杰说，“当时用的
小功率电台信号微弱，加上国民党特务
电台有意干扰破坏，与延安、西安、竹沟
等地的联络时间不得不搁在晚上。那
时，我们整夜不停地摇发电机，大冬天
里，脱掉棉衣还热得直冒汗。”

1939年 1月，卫立煌调任第一战区
司令长官后，通讯处改为办事处。诞生
于国家危难之时的洛八办，不仅承担着
武装斗争准备和交通护送工作，还负责
开展统战和情报工作。

“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送信时要
经过潼关，为了防备黄河北岸的日军炮
击，我们只能偷偷从铁路隧道中走，这
叫‘闯关’。”赵世杰回忆起在交通员岗
位上的经历，感触颇深。

“洛八办成立不久，就建立了东到
新四军彭雪枫部、西到西安八路军办事
处、南到竹沟中原局、北到八路军前方
总部的联络和交通运输线。3年多的时
间里，先后护送我党军政人员 70多批
1400 余人，护送奔赴延安的进步青年
2700 余名，为根据地筹集运送了大量
军需物资，有力支持了华北、华中地区
的抗日战争。”洛八办纪念馆业务部原
主任王志军说。

在纪念馆南院中央，有一口水井格
外引人注目。纪念馆馆长赵光付告诉
记者，这口水井保留着那段历史的珍贵
记忆。

1942年 2月，国共两党关系恶化，
迫于压力，洛八办工作人员不得不集体
撤离，临走时，把部分不便携带的物品
藏进了南院的水井里。1971 年夏，洛
阳大旱，当地居民在井底发现许多抗战
时期的文物。后经文物部门发掘，共清
理出抗战文物 120余件，其中“八路军
驻洛办事处”“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等10
枚徽章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赵光付介绍，为了保护这处重要历
史遗址，1985年 5月开始在办事处原址
筹建纪念馆，1987 年八路军驻洛办事
处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

如今，八路军驻洛办事处纪念馆已
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全国爱
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每年，这里都会
吸引一批又一批的党员、群众来此追寻
红色记忆，聆听抗战故事，接受革命教
育。

“下一步，纪念馆要抢抓洛阳建设
博物馆之都的机遇，进一步挖掘红色资
源，全方位打造更具吸引力的红色文化
阵地，让河洛大地上的红色基因永不褪
色。”赵光付说。③8

草莓大棚里“传经送宝”

武警洛阳支队战士程俊：

四进火海抢救群众财产物资

新春 走基层

一月份我省中药材出口
同比增长超七成“省考”开始报名 如何科学备考

我省公务员录用调任将查征信

抗战前哨 红色枢纽

八路军驻洛办事处，简称“洛八办”，是 1938年 10月至 1942年 2月，

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总部设在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洛阳的公开

办事机构。

“洛八办”是抗日战争时期坚持时间较长、规模较大的办事处之一，

掩护和转送了数以千计的我党、我军过往人员，接待了刘少奇、朱德、彭

德怀等领导人，成为共产党在中原地区的红色前哨、落脚点，是连接延

安与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交通枢纽。③8

八路军驻洛办事处

2月 18日，游客在位于洛阳市老城区的八路军驻洛办事处纪念馆参观
抗战文物。⑨6 黄政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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