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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党史党史 悟悟思想思想 办办实事实事 开开新局新局启航新征程
百年路

打造政法铁军推进教育整顿

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我为群众办实事

永远跟党走

□本报记者 刘晓波
本报通讯员 余江

麦浪翻滚，金穗飘香。6月
6日，在息县项店镇李楼村的优
质弱筋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千
亩示范田里，一台台大型收割机
正在纵横驰骋。

收割机缓缓伸出卸粮筒，黄
澄澄的小麦哗哗流出。息县宏
升粮食制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长潘道荣抓起一把麦粒，放在嘴
里咬了咬，兴奋地说：“今年直供
厂家的小麦有底了！”

李楼村村支书李登华脸上写
满了自豪。“俺这里的土壤松软不
板结。有机土壤种出的有机弱筋
小麦就是不愁卖。”站在示范田
里，李登华坦言，“这些有机小麦
早就被订单收购了，俺们种粮更
有奔头了！”

弱筋小麦蛋白质含量低、面
筋强度弱，是饼干、糕点等加工
制品和酿酒的主要原料。省农
科院小麦研究所所长雷振生表
示，目前我国弱筋小麦种植总面

积不足全国小麦面积的10%，市
场供应严重不足，进口依赖性
强，以弱筋小麦、弱筋面粉为主
要原料的食品加工业发展受到
了制约。

有需求就有市场。近年来，
息县把种植业结构调整作为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不
断做大做强优质弱筋小麦产
业。今年，当地小麦发展到 160
万亩，其中弱筋小麦种植 70 万
亩。

种植优质弱筋小麦，不仅满
足了粮食市场的多样化需求，也
更好地带动了农民增收致富。
息县东岳镇小黄庄村 53岁的种
粮大户夏金城说，种植优质弱筋
小麦销路好，而且平均价格比普
通小麦要高。

家有弱筋麦，财源滚滚来。
与宏升粮食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一样，众多粮食加工企业纷纷抢
滩，在息县建立了优质弱筋小麦
高标准种植基地，长期高价收购
标准生产的优质有机弱筋小麦。

“弱麦”，一点也不弱。③7

□本报记者 赵振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马鹏宇
本报通讯员 赵少辉

6月 8日上午，忙完手头工作，濮阳
市生态环境局濮阳县分局局长贾天伟
换上了休闲装。

“我是一家花生油生产公司的，需
要办理环评手续……”贾天伟走进濮阳
县行政服务大厅，排队取号后，来到
118号综合服务窗口前，“扮”成一家企
业负责人。十多分钟后，走出行政服务
大厅，贾天伟拨通相关负责人电话。

“虽然工作人员对流程的介绍比较

有条理，但是术语的专业性太强，不方
便群众理解。”电话中贾天伟说，“对办
理流程的具体描述还不够清楚，比如选
址规划问题，办理时限也没有明确，要
向企业说明具体时限……”

“环保局长办环评”是濮阳县以“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为载体和抓
手，开展的涉及行政审批或公共服务事
项的县直单位“换角色、走流程”活动的
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濮阳县要求有关部门主要
负责人采取亲自办理、陪同办理等方式，
对企业和群众关注度高的本单位所负责
的行政审批、公共服务事项等进行体验。

8日上午，同样在濮阳县行政服务
大厅，濮阳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刘允涛跟
着一位办理“用地预审”事项的企业负

责人体验了全部办事流程。
“咱们这个后台技术方面能不能

找工程师沟通一下，把流程再简化一
些……”在体验完流程后，刘允涛立即
表明身份和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只有站
在群众的角度考虑问题、优化服务，才能
真正把实事办好、把好事办实，让我们的
服务更加贴近民心。”刘允涛表示。

据了解，自 5月 11日以来，濮阳县
“换角色、走流程”活动参与单位44家，
其中，分类窗口涉及民生类单位20家，
综合窗口涉企单位4家。

濮阳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走
流程’不是走过场，让‘一把手’亲自参
与、亲自体验办事流程，可以实现‘边体
验边查找边整改’，办事更快、服务更
好，让企业和群众满意。”③5

本报讯（记者 谢建晓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赵阿娜）“我志愿加入中
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
章程……”6月 9日，林州市红旗渠景
区内，现场300余名党员代表面对党
旗，庄严宣誓。

“七一”前夕，中共河南省委宣传
部、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河南
广播电视台，以“永远跟党走”为主
题，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共同在林州、
济源、信阳、兰考等红色精神发源地，
开展 4场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互动
沉浸式大型全媒体体验活动。

林州站活动由安阳市和林州市
承办。在活动现场，主持人分别连
线了位于红旗渠分水岭的劳模张买
江、庙荒村党支部书记郁林英及安
钢集团正在进行党史学习教育的党
员职工代表，从大家的回忆和讲述
中，感受河南的新变化和新发展。

此外，中共安阳市委党校管理学
教研部副教授聂广睿为大家讲述新
时代的红旗渠精神。随后，老党员现
场为新党员佩戴党徽。

“在红旗渠畔，面对党旗回忆自
己的入党初心，重温入党誓词，内心
感到无比激动。”来自姚村镇的一位
党员代表说。

据悉，林州站还发起了“永远跟
党走手势舞”全民互动话题，邀请全
国网友共同参与，在抖音、快手、微
博、微信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进行线
上互动。③9

□本报记者 徐东坡

老兵就业创业，导师团做“参谋”。
几天前，洛阳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导师
团正式成立，致力于为退役军人就业创
业出谋划策、搭建平台。

这是洛阳市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
业工作的又一创新举措。今年以来，
洛阳市把“我为群众办实事”作为推
进党史学习教育的具体实践，开通就
业直通车，成立就业创业园区和实训
基地，组建退役军人（企业）人才库，
一系列新举措为退役老兵筑起了就
业创业路。

精准对接
架起“用人”与“寻职”间的桥梁

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是重要的
民生工程。洛阳市着力在打通“堵点”、
开拓新渠道上下功夫，退役军人就业创
业路变得更宽更顺畅。

“没时间去现场参加招聘会，没想
到能通过手机参加，还找到了满意的工

作。”6月 7日，已在河南通达电缆集团
工作的退役军人李林钶说。今年 3月
底，洛阳市举行了 2021年退役军人专
场招聘会，首次采取“线下应聘招聘+
线上直播带岗”方式，让找工作的老兵
们直呼“没想到，太潮了”。李林钶也在
这次招聘会上找到了工作。

这场招聘会在线下活动现场组织
了 65家企业参加，为退役军人提供了
6800 多个工作岗位。同时，还在“洛
阳就业”服务平台手机客户端开展“直
播带岗”，多名优秀退役军人分享创业
就业经验，吸引了 7 万多人次关注浏
览。

“我们今年首次推出‘互联网+’招
聘会，就是要架起‘用人’与‘寻职’之间
更宽的桥梁，让更多退役军人有活干、
有钱挣。”洛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
书记、局长刘克见说。

洛阳市还开通退役军人“就业直通
车”，对接河南通达电缆集团、洛阳市公
交集团等多家本地知名企业作为定点
接收签约单位，与洛阳市退役军人就业
创业实训基地结合，开展定单、定向、定

岗式培训，受训退役军人结业即可上
岗。

为让企业岗位需求与退役军人就
业意愿精准对接，洛阳市还健全退役军
人企业人才库、退役军人信息库，打造
集政策宣传、岗位归集、信息发布、精准
对接等功能于一体的信息平台，即时掌
握退役军人就业、失业、创业以及困难
军人的动态信息。

刚刚就职于洛阳一家事业单位的
董晨浩告诉记者，今年 5月，通过退役
军人企业人才库的精准“推荐”，他顺利
找到了想要的工作。

保姆式服务
满足就业创业多样需求

自身技能不足，急需就业培训；想
自己创业，却不知如何着手……面对退
役军人就业创业方面的多样需求，洛阳
市积极创造条件、创建平台，做到“扶上
马，再送一程”。

在洛阳恒生科技园和卓阳科技园，
两个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园相继挂牌，着

力打造集教育培训咨询、就业服务、创
业孵化、金融服务、科技服务、产业发展
功能于一体的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综合
性服务平台。

“退役军人可在就业创业园申请创
业基地，享受免费注册、担保贷款、减免
房租、减免税费、信息咨询等政策和服
务支持。”刘克见说。

洛阳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导师团
的成立，更进一步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提供“保姆式服务”。导师来自机关事
业单位、大专院校、律师机构、社会组织
等，将免费提供市场分析、品牌推广、法
律咨询、营销策划等方面的服务。

洛阳市还建立 7家退役军人创业
孵化基地，鼓励社会资本设立退役军人
创业基金。出台《洛阳市退役军人就业
创业十八条优待政策》，持续加大退役
军人创业融资、返乡下乡创业、科创扶
持等方面的支持力度。

今年以来，洛阳市已有 1393 名退
役军人走上新岗位，还有670多名退役
军人返乡创业，其中很多已成为当地的
致富带头人。③6

□本报记者 王斌

今年年初，公安部要求在全国公安
机关开展以侦破拐卖儿童积案、查找失
踪被拐儿童为主要内容的“团圆”行
动。郑州市公安机关迅速行动，截至目
前，已为20名儿童联系到失散家庭。

为确保“团圆”行动有序推进，让更
多家庭重获团圆，6月 8日，郑州市公安
局举办了一场以认亲、团圆为主题的活
动，部分被拐儿童在现场与家人团聚。

活动现场，郑州市公安局犯罪侦查局
民警李智慧讲述了他参与侦破的一起案

件。案件中的孩子不满1岁时便被人贩子
拐走，当民警通过各种线索找到孩子的母
亲时，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听孩子喊一声妈
妈。于是，他和同事赶赴各地取证，为防
线索转瞬即逝，夜间赶路也是常事儿。当
得知孩子的具体住址时，他们连夜驱车载
着孩子的父母前往。看到孩子和母亲泣
不成声抱在一起，“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
付出都是值得的。”李智慧说。

登封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范冰
是一名女警，她所参与案件的受害儿童
被拐卖时仅两岁多，和她女儿大小差不
多。作为一名母亲，她对丢失孩子的痛

苦更能感同身受。当她远赴贵州，将被
拐儿童找到的消息告诉其父母时，夫妻
俩落了泪。6月8日，这位母亲和其失散
18年的儿子都来到了认亲现场，母亲给
儿子带了一件礼物，是一部崭新的手机，

“错过了十几年的交流，我想多和儿子说
说话，把时间弥补回来。”这位母亲说。

“一条线索可以辗转半个中国，一
起案件可将青丝染成白发；为了一个个
孩子、一个个家庭，一本本发黄的卷宗
代代相传；无论十年、二十年，那些沉
默的真相，终会在我们的手里浮出水
面……”活动现场，打拐民警们分享着
自己的故事，表白着自己的心迹。

打开希望的门，照亮回家的路，愿
团圆的信息频传。③6

“弱麦”一点也不弱

张市镇万亩高标准农田丰收

858公斤夺得“小麦粮王”

6月 8日，尉氏县举办首届“小麦粮王”争霸赛。⑨4 本报记者
史长来 摄

筑起老兵就业创业路

为进一步激发官兵的爱国主义情怀，近日，武警第一机动总队驻豫某支队组织官兵分批次走进豫西抗日纪念馆，缅怀先烈、追思历史，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使官兵将
伟大的抗战精神转化为实现强军目标的不竭动力。⑨4 蔡霖伟 摄

缅怀先烈缅怀先烈 铭记历史铭记历史

互动沉浸式学党史
“永远跟党走”主题宣传教

育全媒体体验活动在林州启动

人间最美是团圆
——郑州市公安局举办被拐儿童现场认亲活动

濮阳县让“一把手”体验办事流程

办事更快 服务更好

以高质量党建助推
非公企业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非公企业
党建工作综述 扫码看全文

（上接第一版）吸引大量产业链

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洛阳……

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重大项目

就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一批

项目就能构成新的增长极，大项

目促进大发展，好项目促进大转

型。项目抓得好，经济发展才有

底气、有后劲。

放眼全国，且不说东南沿海

的蓬勃发展，仅把目光投向中部

地区，湖南在工程机械产业领域

的地位、安徽在科技创新赛道上

的崛起、湖北在半导体产业上的

潜力，均令人刮目。再循着黄河

沿线打量，陕西外贸在发力，山

西数字经济正加速，山东新旧动

能转换在冲锋……区域经济竞

发态势如繁花着锦、烈火烹油，

我省虽然基础雄厚、区位优势明

显、国家战略交汇叠加，但标兵

渐行渐远、追兵越来越近，时间

不等人，机遇不等人，发展不等

人！唯有切实增强发展的危机

感、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坚

持项目为王，将其作为抓好发展

第一要务的重中之重，统筹抓好

创新研发、产业发展、基础设施、

民生保障等各类项目，用建设工

地的热火朝天彰显发展决心，用

厂房车间的紧张忙碌展现进取

态势，用实打实的经济增长庆祝

党的百年华诞。1

项目就是“生命线”

□本报记者 龚砚庆 史长来

6 月 7 日一大早，尉氏县畅
加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陆爱
东就赶到了地头，等待自己联系
的大型收割机。

“小麦已经熟透了。现在天
这么热这么干，迟收一天，每亩
就可能损失一二百斤。”站在张
市镇万亩高标准农田中自己承
包的 200亩麦地边，陆爱东不停
向路上张望。身为种植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他虽年龄不大，但
已是科学种田的“老把式”。

往年，小麦成熟由南部、西
部，向北部、东部梯次推进，时差
一般 7 天左右。今年由于气温
高、下雨少，时差减少到了三四
天。如果收割机晚到，收割时容
易掉粒掉头，就会造成减产。

临近 9 点，收割机还没到，
陆爱东头上汗珠不断。张市镇
党委书记娄士强也有点着急，通
过手机一直催镇里的工作人员
赶紧去高速公路收费站下站口
接收割机：“多接来一台，就是增
收。”

2014年 5月 9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张市镇考察高标准粮田时
指出，粮食生产根本在耕地，命脉

在水利，出路在科技，动力在政
策 。 2020 年 ，张 市 镇 以 每 亩
3200元的标准，建成万亩高标准
农田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区，打造
高标准农田“升级版”，让原本难
浇难种的土地变成高产田。陆爱
东原本卖农资，高标准农田建成
后，他一次流转300亩，其中200
亩小麦种了4个品种。

正说着话，收割机来了，县农
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
宋志平带着工作人员也到了。今
年，尉氏县在举行小麦止损比赛
的同时，还就“百农4199”品种在
17个乡镇各选一亩田，举办首届

“小麦粮王”争霸赛。
长度、宽度测量好，收割机开

始在规定的一亩范围内发力，不
到20分钟，饱满的麦粒就落到了
早已等候的运麦车上。干湿度一
测，湿度只有 8点多。“平时都是
12点以上。”宋志平介绍。

大家一起随着运麦车去过
磅。由于争霸赛结果第二天才
公布，陆爱东有些紧张，毕竟他
的目标是夺得“小麦粮王”。

8日上午 9点，结果公布，代
表张市镇万亩高标准农田参赛
的陆爱东遂了心愿：858公斤，第
一！③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