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延长供暖能否形成
长效机制，一方面
取 决 于 天 气 的 变
化，另一方面取决
于延长供暖的费用
由谁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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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月 16 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光
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颁发工作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指出，
党中央决定，2021 年首次颁发“光荣
在党 50年”纪念章。这项工作是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庆祝活动的重要
组成部分，对于增强党员的荣誉感、归
属感、使命感，汇聚全党为实现“十四
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持续奋斗
的磅礴力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知》明确了“光荣在党 50年”
纪念章首次颁发对象，即颁发给健在
的截至 2021 年 7 月 1 日党龄达到 50

周年、一贯表现良好的党员。要求各
级党组织高度重视，结合本地区本部
门本单位实际，认真做好统计、组织颁
发等工作，确保每名符合条件的党员
在7月 1日前获颁纪念章，深切感受到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关怀
和温暖。

“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首次颁
发以后，将作为一项经常性工作，一般
每年“七一”集中颁发一次。日前，经
党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印发了《“光
荣在党 50年”纪念章颁发管理办法》，
对纪念章的颁发程序、颁发方式、制
作、管理等作出规定。

新华社北京 3月 16日电 中央宣
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
究院、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教育部、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共北京市委
16日上午在京举办党史学习教育中央
宣讲团首场报告会。中央宣讲团成
员、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
山作宣讲报告。

曲青山在报告中系统归纳了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深
刻阐述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深入分析了
认真组织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对于总
结历史经验、认识历史规律、掌握历史
主动，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奋力夺取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重大
意义，同时围绕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
光辉历程和历史性贡献、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的重点等方面进行讲解，并对在党

史学习教育中进一步学懂弄通做实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解读。
报告深入浅出、内容丰富，帮助听

众深化了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
史重要论述的理解、深化了对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意义的认识。大家表示，
要按照党中央部署，努力把党史学习
教育的各项目标任务切实转化为共同
认识和坚定行动，学史明理、学史增
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努力做到学
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在京党政军机关干部、中央企业
负责人、高校师生代表和各界群众，共
700余人参加报告会。

据了解，中央宣讲团在京举行首
场宣讲报告会后，将于近日赴全国各
地宣讲。

本报讯（记者 谭勇）3 月 15 日，
为期 4个月的 2020至 2021年采暖季
圆满落下帷幕，在全省供热管理部门、
各供热企业、热用户的共同努力下，采
暖季内，我省供热情况总体平稳。

本次采暖季，全省供热面积达到
6.7 亿平方米，供热市县达到 67 个。
供热开始前，各地提前分析研判供热
规模和能源需求，做好煤炭、天然气等
供热能源储备，为我省 2020 至 2021
年采暖季稳定供热奠定了坚实基础。

供热期间，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加
强与发展改革、能源、气象等部门的协
调沟通，及时协调供热能源保障、服务
质量等问题，并指导各地根据供热负
荷特点，科学调整供热运行工况，特别
是在供暖初期和春节期间优先保障居
民供热。与此同时，积极回应群众诉
求，及时答复、解决各类“供不上”“供
不暖”等用热问题。此外，还定期组织
开展“访民温暖”活动，主动深入居民
家中入户走访，现场解决问题，供热期
间，共计走访用户8万余户。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今年将继续实施老旧管网改造、推
进“智慧供热”，进一步提升供热保障
能力和服务水平。③9

□本报记者 谭勇
本报通讯员 关永红

3月 15日，濮阳市城市管理局
下发通知，该市主城区集中供暖延
长至3月 20日。据气象部门预报，
3月 17日前后，濮阳市气温有所下
降，并伴有弱降水过程，昼夜温差
较大。为切实提高广大市民生活
质量，濮阳市政府决定，该市主城
区集中供暖延长 5天，用户无需额
外缴纳费用。

“濮阳市在河南省地理位置靠
北，气候偏冷，加上今年天气忽冷忽
热，这几天还有大风沙尘暴天气，免
费延长供暖时间真是给市民办的好
事、实事。”濮阳市民王宁说。

这已经是濮阳市第四次延长
供 暖 时 间 。 此 前 ，该 市 2011 至
2012 年供暖期延长 7 天，2017 至
2018 年供暖期延长 3 天，2019 至
2020年供暖期延长 2天。供暖期
延长费用由供热企业和热源企业
共同承担。据统计，四次延长供
暖累计支出费用约2607万元。

“濮阳主城区延长集中供暖时
间，同时不让市民再额外缴纳费
用，体现了民生情怀。”省社会科学
院城市与环境研究所所长王建国
认为，决策者根据天气变化决定延

长供暖期与否，充分体现了满足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需求，延长
供暖期的费用由供热企业和热源
企业共同承担，也体现了企业的社
会责任。

“延长供暖能否形成长效机
制，一方面取决于天气的变化，另
一方面取决于延长供暖的费用由
谁来承担，濮阳市探索出了一条
路子。2011 年以来，濮阳市四次
延长供暖时间，相当于形成了一
个长效机制。”王建国建议，有条
件的省辖市还可以探索延长供暖
费用由财政和企业共同承担的路
子，根据天气变化灵活延长供暖
时间。③4

沙尘来袭，我省多地空气质量“爆表”

“吃土”原来因为它

新华社北京 3月 16日电 由新华
社著名记者穆青生前撰写的《十个共
产党员》一书，经新华出版社修订再
版，近日面向全国发行。

穆青同志是我国新闻战线的一面
旗帜。数十年来，他恪守“勿忘人民”
的信念，采写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
新闻作品。该书讲述了县委书记的榜
样焦裕禄，“铁人”王进喜，至死不忘周
总理嘱托的农民科学家吴吉昌，红旗

渠的除险英雄任羊成等十名优秀的共
产党员的先进事迹，他们堪称共产党
人的楷模、中华民族的脊梁。

1996 年该书经新华出版社出版
后深受读者好评，此次再版发行，增加
了穆青同志写作手稿以及十名共产党
员的部分照片。

该书在建党 100 周年之际推出，
对于大力弘扬优秀共产党员高尚精神
与品格具有积极意义。

中办印发关于做好“光荣在党
50年”纪念章颁发工作的通知

党史学习教育中央宣讲团
首场报告会在京举行

穆青著《十个共产党员》再版发行

全省集中供暖结束

延长供暖
能否形成长效机制？

卢氏县文峪乡望家山山岭上幽香阵阵，千亩连翘迎风绽放，灿若云霞（3月 15日摄）。近
年来，该县因地制宜发展连翘种植业，全县连翘种植面积达100余万亩，取得了生态和经济效
益双丰收，既扮靓了山村，又成为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摇钱树。⑨6 聂金锋 摄致富花开

3月 15日，汝阳县刘店镇七贤村农民在坡岭地栽植桑树苗。该镇通过党建
引领群众搞好特色产业，拓展巩固脱贫成果。今年开春，该镇七贤等村村民踊跃
种植桑树苗1000余亩，发展桑蚕养殖，助力乡村振兴。⑨6 康红军 摄

（上接第一版）致力于同中方加强两党
和两国关系。圭方希望同中方积极共
建“一带一路”，加强基础设施等领域
合作。我相信，圭中关系将越来越
好。圭方支持并愿积极推动加共体发
展同中国的关系。

新华社北京3月16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3月 16日晚同特立尼达和多巴
哥总理罗利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特多是中国在加勒
比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后，中特同舟共济、守望相助。
特多是拉美和加勒比地区首个向中国
捐赠抗疫物资的国家，中方也通过多
种渠道向特多提供防疫物资和技术援
助。中方愿同特多加强疫苗合作，继
续支持特多抗击疫情。特多在加勒比
国家中率先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中
方愿同特多深化传统友谊，巩固能源、
电信、基础设施等传统领域合作，积极
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等新
领域合作，推动中特全面合作伙伴关
系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恢复在联
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中方不会忘记
特多给予的宝贵支持，赞赏特多在涉
港、涉疆、涉台等问题上支持中方正当
立场。中方愿同特多在国际和多边事
务中加强协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
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希望特
多继续为促进中国同加勒比国家关系
发展以及中拉整体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罗利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他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人民在经济、科技、扶贫等领域取
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习近平主
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率先成功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同时，中国为世界上其
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宝贵支持和
帮助，为国际社会抗击疫情发挥重要
领导作用。中国共产党完全应该为自
己感到骄傲。特多对华关系基于平等
和友谊。特多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
则，致力于同中国加强各领域合作，并
就地区事务密切沟通。特多愿同中方
积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

习近平分别同圭亚那总统、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通电话

◆供暖期延长费用由
供热企业和热源企业

共同承担

全省供热面积达到

6.7亿平方米

供热市县达到

67个

濮阳四次延长供暖时间

2011至2012年
供暖期延长 7天

2020至2021年
供暖期延长 5天

2017至2018年
供暖期延长 3天

2019至2020年
供暖期延长 2天

四次延长供暖
累计支出费用约

2607万元

制图/党瑶

□本报记者 李若凡

受蒙古国南下强冷空气影响，3月
15日下午至 16日晨，我省自北向南出
现大风扬沙天气。此次过程造成我省淮
河以北地区达到严重污染，有7个省辖市
PM10浓度超过1000微克/立方米。

3月 14日至 16日晨，受蒙古国南
下强冷空气影响，我国新疆、甘肃、内蒙
古到华北、黄淮等地出现6级～8级阵
风，部分地区 10级～11级；大部地区
出现扬沙或浮尘，部分地区出现沙尘
暴。受其影响，15日下午至16日晨，我
省自北向南出现大风扬沙天气，16日
07时淮河以北地区PM10浓度 760～
1738微克/立方米。郑州16日00时达
到PM10严重污染，02时PM10浓度达
到峰值1826微克/立方米。

郑州是浮尘、扬沙天气

据悉，沙尘天气是指风将地面尘土、
沙粒卷入空中，使空气混浊的一种天气
现象的统称。沙尘天气是影响我国北方
地区的主要灾害性天气之一。根据《沙

尘天气等级》（GB/T 20480—2017），
沙尘天气分为浮尘、扬沙、沙尘暴、强沙
尘暴和特强沙尘暴5类。

郑州市气象局工作人员介绍，本次
的沙尘起源于境外，是由上游输送过来
的，处于冷空气传输下游的郑州自然是
不可避免的。按照沙尘等级分类，本次
郑州市的沙尘天气属于浮尘（能见度＜
10km）、扬沙（能见度1～10km）等级。

沙尘天气是一种自然现象，只要
满足沙源、大风和不稳定的大气层结
状态这三个基础条件，沙尘天气便会
出现。我国防沙治沙、植树造林等工
作多年来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其主要
作用是固定当地沙源，并阻挡一部分
来自低层大气的外来沙尘。对于这次
势力过于强大的沙尘暴而言，森林不
具备阻挡其移动的能力。

气候干暖是“祸首”

“气候干暖是本次沙尘天气形成
的深层原因。”省环境气象中心首席预
报员孔海江分析，气象意义上的 2021
年冬季(2020年 12月至 2021年 2月)，

我国北方地区和蒙古国都经历了“先
极冷、再极暖”的过程，今年 2月以来
我国内蒙古西部和蒙古国气温偏高幅
度达 4℃以上，同时降水偏少。先极
冷、再极暖的极端天气，让沙源地的地
表更加疏松，更容易起沙。

3月中旬以来，沙源地的偏暖更加
厉害，我国内蒙古几乎全域偏高6℃以
上，蒙古国偏高更多。在这样的情况
下，地面暖低压更易形成，蒙古气旋的
气压更低，和冷高压之间的气压梯度
更大，加剧了大风。一方面蒙古高原
戈壁沙漠的沙子松散，另一方面风力
大，沙尘天气就容易出现。

还记得 15 年前河南那
场“最强沙尘”吗？

孔海江介绍，我省最近一次强沙尘
天气发生在2006年3月27日下午，受蒙
古国东部东移入境的强沙尘天气影响，
我省北部和中东部地区出现了大范围大
风、沙尘天气，安阳、郑州、漯河3市有9
个站最大风力达7级～9级，滑县最大风
速达23.2米/秒，有26个站出现扬沙，1

个站出现浮尘，濮阳、新乡、郑州、开封4
市有11个县出现了多年来罕见的沙尘
暴，省会郑州能见度最低时只有30米。
那次大风、沙尘天气对我省交通运输及
电力供应造成了一定影响，一些城市街
道上的护栏、广告牌和大树被刮倒，有
行人被砸伤，郑州机场共有19个航班停
航或备降外地，约1000名旅客滞留，沙
尘暴还造成豫北和沿黄东部的一些城
市电力设施跳闸，部分地区供电中断。

河南沙尘啥时消散

本次沙尘过程造成我省淮河以北
地区达到严重污染等级，有 7个省辖
市 PM10 浓度超过 1000 微克/立方
米；由于风力减小，15日至16日，我省
仍有浮尘滞留。17日，我省浮尘将逐
渐消散。此外，未来一周我省气象条
件较好，无大范围雾霾天气。

专家建议，沙尘天气时，老人、儿
童及患有呼吸道过敏性疾病的人群，
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公众外出时请
佩戴口罩、纱巾等防尘用品，外出归来
应及时清洗面部和鼻腔。③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