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大代表一头连着群众，一
头连着党和政府，我会一直
把带领乡亲们致富作为责
任装在心里、扛在肩上。

□本报记者 李点

走进孟津县送庄镇朱寨村十里香
草莓基地的大棚里，一垄垄鲜红娇嫩
的草莓格外惹人喜爱，这里产出的草
莓颜值高味道香甜，供不应求。“我们
基地的草莓以现场采摘为主，一盒能
卖 200多元呢。”2月 28日，全国人大
代表、京孟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吕
妙霞说。作为草莓种植园的主人，她
还是当地闻名的致富带头人。

2009年，在北京奋斗了20年的吕
妙霞返乡创业，在朱寨村流转 150亩
土地开始种植反季节水果。在她的带
动下，当地高效农业种植基地规模不
断扩大。

自从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她对自
己的职责有了新认识，对乡亲们的要
求也都尽自己所能予以帮助。在十里
香草莓基地，有 500多名当地农民在
家门口实现就业，其中 90%以上是留
守妇女。去年，突如其来的疫情使各
行各业受到冲击。为了减轻疫情影
响，吕妙霞一边帮助因为疫情不能外
出务工的本地劳动力就业，一边积极
组织工人复工复产，基地里 420多个
草莓大棚的新鲜草莓除了供应本地市
场外，还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国各地。

“实现乡村振兴，首要的就是产业
兴旺，我们村的实践证明，有了合作社产

业更兴旺。”吕妙霞介绍，2012年她成立
了公司，采用“公司+合作社+基地+农
户”的管理模式，并投资600多万元建设
了集旅游、观光、采摘于一体的休闲农业
观光园区，园区内种植了草莓、西瓜、葡
萄、桃子等10余个水果品种，一年四季
都能采摘，吸引了大批游客。

乡亲们的腰包变鼓了，但吕妙霞心
里不仅仅装着朱寨村，作为全国人大代
表，她想让更多的农民过上好日子，让
农村更美、农业更强。近年来，吕妙霞
提交的议案和建议，件件涉农，事事为
民。“人大代表一头连着群众，一头连着
党和政府，我会一直把带领乡亲们致富
作为责任装在心里、扛在肩上。今年，
我围绕加强新型农民培训，提高农民综
合素质等提出建议，把大家的心声带到
全国两会上。”吕妙霞说。③9

全国人大代表吕妙霞

甜蜜草莓架起致富桥

代表委员履职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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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新局奋力实现

名片

追寻初心 中原印记

位于河南省东部、安徽省北部、江苏省西北

部交界处，以永城县（今永城市）为中心，包括东

到皖东北，西抵睢杞太，北依陇海路，南跨涡河

直至淮上的广大地区。在抗日战争时期，它是

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向东挺进苏北、向西连

接中原的前进阵地。如今，永城市革命历史纪

念馆、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分校旧址、鲁雨亭纪念

馆等多个红色地标让这个革命老区承载着深厚

的红色文化底蕴，在新征程中续写更多出彩故

事。③5

豫皖苏抗日根据地

启航新征程

百年路

本报讯（记者 杨凌 通讯员 杨
宇）2 月 28日，记者从郑州航空港经
济综合实验区获悉，《郑州航空港经
济综合实验区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3月 1日起正式实施，目前该区
已成立专班，制定了实施专案，共梳
理权责事项 5000余项，其中 3月 1日
可实施的权责事项4000余项。

“《条例》的出台，充分体现了省
委省政府对航空港实验区‘授权、赋
能、松绑’的发展理念，夯实了航空港
实验区建设发展的法律基础，为全区
高质量发展增添了活力和动能，对于

促进河南经济高质量发展，积极融入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
义。”该区党工委书记张俊峰说。

作为全国首个由国务院批准设
立的航空经济先行区，航空港实验区
自 2013年 3月 7日获批以来，经济社
会实现了快速发展，但由于缺乏法治
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受到制约。有关
专家表示，《条例》是我国第一部航空
经济区创制性地方立法，不仅可以有
效解决航空港实验区建设发展中管
理体制不顺畅、法律地位不明确、权
力责任不清晰、先行先试无依据等问

题，还将前期探索形成的一些经验做
法固定下来，实现了立法与改革相衔
接，用法治手段保障区域各项工作顺
利开展，对于强化航空港实验区龙头
带动作用，推进我省实现全方位对外
开放提供了法治保障。

据了解，《条例》制定时重点关注
了四个问题：一是理顺实验区管理体
制，赋予其更大的先行先试自主权，
实验区管委会行使省辖市级人民政
府经济和社会管理权限以及省人民
政府赋予的特殊管理权限，由省人民
政府委托郑州市人民政府依法管

理。二是进一步推动投资与贸易便
利化，全面实行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
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三是推
动金融财税创新，将国家和省委、省
政府赋予实验区的金融财税优惠政
策措施在立法层面予以明确。四是
加快推进融入“一带一路”，扩大开
放，专设“一带一路与开放合作”一
章，对实验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的深度合作、建设“空中丝绸
之路”，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科技园
区、跨国公司组建产业联盟，实施开
放式协同创新等作出了规定。③4

□本报记者 刘一宁

从郑州东站出发，乘郑徐高铁一路向东，不到两个
小时就能抵达有“豫东门户”之称的永城市。

“这里是兵家必争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2月
10日，永城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张亚魁带着记者来到
永城市革命历史纪念馆。在一张画满红色箭头的作战
图前，他讲起游击支队以永城为中心挺进豫皖苏边区，
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故事……

1938年春，日军为了打通津浦、陇海（铁路）线，侵
占了江北重镇徐州。5月 12日，日军又向永城发动袭
击，当地驻军坚决还击，最终全部壮烈牺牲，县城随即
沦陷。当时，郑州、洛阳、武汉等地情况紧张，中原战局
告急。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开展敌
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游击区。

那一年的9月，彭雪枫组建了新四军游击支队，任
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领战士们从确山县竹沟镇出发，
踏上进军豫东的征程。这支370多人的队伍快速插进
敌人的后方，点燃了敌后抗日救亡的烽火。

“游击支队进驻永城后，跟当地居民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里至今还流
传着彭雪枫带领游击队员除夕夜‘躲年’、开挖新四沟、卖马度饥荒等故事。”
张亚魁说。

回溯那段血与火的峥嵘岁月。由于日寇犯境，永城一带的老百姓饥寒
困苦。游击支队进驻后，老百姓总算能过上一个安稳年，他们相互约定：大
年初一要按照传统习俗让每名战士都吃上饺子。初一早上，家家户户煮好
饺子准备邀请战士们来做客，可是一名战士也找不到。老百姓各自回家吃
完饺子后，才见到战士们在彭雪枫的带领下，从村外走了回来。原来，彭雪
枫等人知道乡亲们难得吃顿白面饺子，就以检查工作为名，在外边露宿一
夜，估摸着乡亲们吃过饺子了才返回司令部驻地。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支游击支队赢得了民心，很快发展壮大起来。
1939年 2月 23日，游击支队在永城南部的书案店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明
确提出建立以永（城）南、涡（阳）北为中心的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同年3月，
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在书案店建立豫皖苏省委。同年8月，中共豫皖苏省
委改为中共豫皖苏边区委员会。到1939年年底，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已
逐渐发展成为面积达 6万多平方公里的坚强抗日阵地，部队发展到 1.78万
余人。

随着根据地的扩大和巩固，永城的抗日群众团体纷纷成立，文化教育事
业蓬勃发展。在艰苦的抗战生活中，彭雪枫还创办了《拂晓报》、“拂晓剧团”
和“骑兵团”，这些被称为彭雪枫的“三件宝”。

逐鹿中原飞骏马，鸡鸣拂晓响黄钟。如今，拂晓报社工作人员使用过的
一部黑色相机仍静静地躺在永城市革命历史纪念馆的展柜中。“彭雪枫曾为
《拂晓报》写了报头和发刊词，要求大家用通俗易懂的文字把这份报纸办成
鼓舞人民打击日寇的有力武器。”北京新四军研究会的陈志说，他的爷爷陈
阵曾在报社担任采编部主任，如今他每年都会来到这片红色土地，记录和传
播曾经发生在这里的故事，让革命薪火代代相传。③5

□本报记者 栾姗

“108人全部无失信惩戒信息。”
近日，省信用中心收到《河南省生态
环境厅关于申请查询 108 名拟录用
人选社会信用记录的函》，并将查询
结果在3个工作日内向省生态环境厅
进行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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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信者将获得更多实惠，失信者
将更加寸步难行。在我省，个人信用
记录已经成为第二张“身份证”。公
务员们应比一般群众更有契约精神
和诚信意识，因此把维护个人信用记

录视作作风建设的重中之重，录用调
任将查询社会信用记录。

良好的信用记录，不仅是个人的
“终身财富”，也是企业的“通关秘籍”。

李向阳来自上海市浦东新区，两年
前被总公司派到河南分公司。近日他
来到郑州市城乡规划局，准备办理建设

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他打开公
文包的时候，发现少拿了一份资料。“这
可怎么办，刚从上海回来，又要回去取
原件。”李向阳很是着急。

郑州市城乡规划局办事人员了
解情况后，上“信用河南”网站查询了
该公司的信用记录，发现该公司信用
状况良好，决定实施“容缺受理”。“在
资料不齐的情况下，我们提前受理并
开始办理后续流程，等补交相关材料
后即可办结。”该名办事人员说，在行
政审批事项“放管服”改革中，郑州市
城乡规划局“一书两证”审批前置条
件由以前的 42 项精简到现在的 16
项，审批时间由原先的90个工作日压
缩至30个工作日。

由省发展改革委建设运行的省
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电子屏幕上，不断

跳动更新着当天的信用信息查询数
字。人在干，云在算，守信不守信，数
据说了算。在全省一体化信用联合
奖惩平台上，已归集各类信用数据48
亿条，总量居全国第一。每天有近 6
万次信息核查量，4000余条奖惩反馈
信息，与投资者和企业家在河南投资
创业的活跃度紧密相连。

河南是全国社会信用体系与大
数据融合发展两个试点省份之一，已
经率先在全国实现可在线查询政府、
企业、个人、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五
大类主体信用状况。省发展改革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亮出信用记录这张

“身份证”，未来守信者可以享受租
车、住酒店都不需交付押金等诸多福
利，失信者可能不仅享受不到信用带
来的优惠便利，甚至会被依法依规予
以限制。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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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部航空经济区创制性地方立法《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条例》今起施行

航空港实验区行使省辖市权限

信用记录，亮出第二张“身份证”

阿塞拜疆丝绸之路西部航空公司的货机停靠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 新华社发

永城市革命历史纪念馆⑨3 聂冬晗 袁国豪 摄

2月 26日，挤奶工在河南人和春天奶业科技有限公司挤奶厅忙碌。该公司位
于沁阳市王曲乡南鲁村，是一家以奶牛养殖和生产生鲜牛乳为主的农牧企业，最大
奶牛存栏规模可达 2500 头以上。目前，该公司日产鲜牛奶 23吨，带动当地农
民就近就业。⑨6 杨帆 摄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河南报
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2 月 27日，
洛阳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
结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安
排部署学习贯彻工作，强调再接再
厉、锐意进取，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征程中
再创新业绩。

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李亚
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要求，要学习宣传好习近平
总书记在讲话中总结的脱贫攻坚光
辉历程和宝贵经验、阐述的伟大脱贫
攻坚精神、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出的明确要
求，增强责任动力，增强“四个意识”。

要聚焦脱贫攻坚伟大历程，深入开展
“话脱贫、感党恩、奋进新时代”主题活
动，引导广大群众知党恩、感党恩、听
党话、跟党走，在脱贫新起点上向着
更加美好的新生活努力奋斗。

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保持“快马
加鞭未下鞍”状态，切实巩固拓展
好脱贫攻坚成果。要保持永不松
懈劲头，把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纳
入乡村振兴总体部署，接续推进乡
村振兴重大战略，以沟域经济为抓
手推动乡村产业发展，以乡村建设
行动为抓手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公
共服务水平。要抓好规划衔接、帮
扶衔接、政策衔接、机制衔接、人才
衔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③4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征程中再创新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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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顺实验区管理体制 ◎推动投资与贸易便利化

◎加快推进融入“一带一路”◎推动金融财税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