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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学习教育宣讲活动开

展以来，信阳市把学习宣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和“四史”宣

传教育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精心组织，

迅速推进，激励和引导广大党

员干部，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砥

砺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

一次次涤荡心灵的学习，

一场场热气腾腾的宣讲，一个

个红色资源实境教学，一桩桩

解民忧聚人心的实事……从城

市到农村、从机关到社区、从企

业到校园，从高楼大厦到田间地

头，对象化、分众化、立体化、互

动化宣讲在老区信阳全面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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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晶晶 通讯员 李
梅）“超市每天产生大量垃圾，希望增加垃圾清运频次。”

“手机销售实体门店受电商冲击大，销量持续降低，能否
放宽企业店外宣传限制，提高促销宣传效果。”……

8月 19日，在“万人助万企”息县华联超市、新东方
商贸相关经营困难交流会上，业主们提出的困难和问题，
相关部门一一给出了解决措施。

难企业之所难，急企业之所急。息县在“万人助万
企”活动中，深入一线调查了解企业困难，通过建立“县
长+局长”常态化问题解决工作机制，微信工作群每日助
企“晒一晒”“赛一赛”机制，持续压实“谁签字、谁负责、谁
办结”的主体责任，加快问题解决。

疫情防控中，息县组织全民核酸检测，他们用 2天
时间，就检测完县产业集聚区内所有企业的 4000 余
人。

全县5个高速路口、国省干线公路与邻县交界处、客
运汽车站等关键位置疫情防控服务站，均为保障企业生
产物资和产品运输的人员车辆实行优先检测、优先放
行。在信阳市第六服务工作组协调下，还为信阳富佑饲
料有限公司申请办理了绿色通行证，较好地解决了涉农
企业物资运输难、运费贵等问题。

截至目前，息县在“万人助万企”活动中交办问题
244个，已解决145个，问题解决率达59.4%。9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子耀 通讯员 符
浩）8月 19日，淮滨县远超纺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20
多名戴着口罩的工人，正紧张有序地忙碌着。

企业负责人谢远超坦言，前段时间因为担心原材料
受疫情影响涨价、缺货，他及时组织备货，加上正好要更
换一批设备，资金就出现缺口，县里派来的“1+3”帮企服
务员了解到情况后，及时反馈上去，县里立即专题研究，
协调金融机构很快拿出解决方案，3天后就顺利贷到 58
万元资金。

“万人助万企”活动开展以来，淮滨县全面落实党
政干部联系服务企业制度，抽调上千名党员干部，建
立“1+3”帮服责任体系（“1”即有一位县处级领导包
联企业，“3”即每个企业都有一个首席服务官、首席
服务员和首席金融官），对全县 909 家重点企业（项
目）形成全覆盖，深入企业察实情、出实招、建机制、
促发展。

至今，该县共收集企业问题 376条，已高质量解决
271条，暂未解决的问题，已交督效压责工作组按照工作
制度协调落实。9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曹良
刚）8月 23日，商城县举行“万人助万企”活动首次交办
问题联席会议，着重研究解决小微企业享受技改补贴、融
资难、招工难等3个共性问题，以及开源环保、杭佳服饰、
天成商砼和九鼎水泥、鑫鸿源食品等企业反映的重大问
题。

本着为企业办实事、解难题、促发展的目的，商城县
领导与20多个职能部门负责人，针对问题进行了深入细
致的讨论，提出了很多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该县在“万人助万企”活动中，对首席服务员摸排收
集的问题进行归纳梳理，分类为一般性问题、较大问题、
重大问题，分别建立问题清单。一般性问题由首席服务
员及所在单位和包联领导协调解决，较大问题报县助企
办交办解决，重大问题提交县联席会议专题研究解决。
一般性问题当天协调解决，较大问题原则上一周办结，重
大问题力争一个月内落实解决。

与此同时，该县还建立了考核评价机制、首席服务员
管理制度、“万人助万企”活动督导推进机制、企业（项目）
反映问题办理流程等体制机制。

“严格落实问题交办机制，集中解决一批困难问题，
形成长效常态机制，才能真正把企业的潜能潜力充分
发挥出来，助力企业做大做强，持续推动经济发展提质
提速。”商城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鲁新建说。9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王博）近日，关于光山县女性话题引
发持续关注：光山县吴玉梅家庭坚持绿色环
保生活，积极影响身边人，被评为2021年第
二季河南省绿色环保最美家庭；在浙江东仁
纺织光山凉亭分厂，妇女群众“家门口就
业”，她们生产的蚊帐，出口到韩国和欧洲；
豫北洪灾，全县女企业家带头奉献爱心，4
天筹集善款3万余元；“巾帼光山”公众号热
推的光山籍“党的好女儿”专题，成为老区群
众热议的话题。

大伙儿纷纷感慨：光山“半边天”，点亮
乡村振兴一片天。

光山县共有女性 29.6 万人，占常住人
口的 56%。近年来，该县以“技能培训、带
动就业”引导“巾帼建功”。目前，该县女性
创办的电商、养殖、种植等经济实体遍布城
乡。

张虹的溢香电子商务公司，经营“光山
十宝”等产品，年收入 50多万元，带动 30余
名女性致富。据统计，该县各类网店已发展
到2.6万家，其中从业女性占一半以上。

孙铁铺镇邹荣霞创办巧媳妇服装加工
基地，吸纳 200多名妇女就业，人均月收入
3000多元。殷棚乡返乡青年彭瑞萍带领留
守妇女创办药材加工基地，种植苍术等500

多亩，带动30多名妇女就近就业。
光山县拥有28万多个家庭。县妇联按

照“党建带妇建，妇联带执委，执委带妇女群
众”的要求，助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下岗工人赵荣二次创业，带领 80多
名妇女致富，谱写苦难与诗意的交响曲；孙
子辈媳妇刘文风二十年如一日照料 3位老
人，传为佳话。县司法局围绕乡村振兴拓展
法律服务，全县实现妇女维权服务中心、站、
室全覆盖。

今年“三八”妇女节，光山县隆重表彰一
批“三八红旗手”、出彩“巧媳妇”、最美家庭
等，一批女性佼佼者崭露头角，引领乡村倡

树文明新风。
光山县常年外出务工 25万多人，留守

儿童 1.1 万余人。为了打通服务基层妇女
“最后一公里”，持续开展“四组一队”建设，
东岳、徐寨两村的“四组一队”建设获得全省
表彰。今年，光山县高质量完成 364 个村
（居）妇联组织换届选举；结合党史学习教
育，县妇联举办履新村（居）妇联主席示范培
训班，培训党员干部180人次。

今年 5月，信阳市妇女干部培训基地在
该县挂牌，全市“大别山女儿大讲堂”暨
2021新任村（居）妇联主席培训班也在这里
开班。9

“万人助万企”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晶晶 通讯员 马泽
一 祁传统）“夏末秋初，我们公司近百亩葡萄成熟待摘，
养殖的鲈鱼、肉牛等水产、畜牧产品也开始批量上市，疫
情防控期间，我们正考虑怎么做到产销两旺呢，县‘万人
助万企’第三服务组就给我们送来了‘定心丸’，帮我们解
决了销售和物流大难题。”8月 22 日，谈起正在开展的

“万人助万企”活动，固始县鼎沅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池贵付感慨地说。

8 月 16 日，县农业农村局、商务局等“万人助万
企”服务专班人员下乡来到这里，很快解决了他们面
临的产品外销难题。在此基础上举一反三，全县特色
农产品，无论是就近销往县区超市、农贸市场，还是远
销郑州、武汉、合肥等大城市，生鲜物流网络都能快速
送达。

7月以来，固始县坚持疫情防控与农产品稳产保供
两手抓，全县选派近50名科技人员，依托18个农技推广
站，下乡指导企业在搞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同时，积极稳
妥抓好夏秋蔬菜生产、畜禽补栏、生猪产能、水产品养殖
等事关民生的“菜篮子”，满足市场食品供应。

据统计，全县12个“万人助万企”服务组实地帮扶种
植、养殖企业1000多家，较好地实现了防疫不松懈、生产
不断档、农事不耽误。9

固始

纾困助企产销旺

息县

“小切口”解决“大难题”

淮滨

“1+3”助企增动能

商城

联席会议解难题

光山“半边天”点亮乡村振兴一片天

构建宣讲“大格局”

党史如明灯，照亮前行之路；党史如清
泉，洗涤心灵之尘；党史如号角，激发奋进之
力。

“要精心组建市委党史学习教育宣讲
团，开展面对面、互动式的交流宣讲，引导广
大干部群众在学懂中提高政治判断力，在弄
通中提高政治领悟力，在做实中提高政治执
行力。”4月 9日，在信阳市委理论学习中心
组（扩大）第九次集体学习暨党史学习教育
宣讲报告会上，市委主要领导再次强调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宣讲的重要性、必要性。

信阳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
室迅速行动，细化方案，列出时间进度和推
进措施，周密部署宣讲任务和具体要求，确
保宣讲工作取得实效。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信阳各级领

导干部充分发挥表率作用，带头深入企业、
农村、学校、社区，到联系点和分管领域开展
宣讲，同群众面对面谈学习体会、谈思想认
识、谈贯彻落实，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
实、入脑入心。

如何不断提升党史学习教育宣讲的针
对性和实效性，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
百姓家”？信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新
博一语中的：“信阳是革命老区，革命历史悠
久、红色资源丰富，要进一步讲好红色故事、
用活红色资源、创新宣讲方式，切实提高宣
讲的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

为此，信阳精心遴选政治素质高、宣讲
能力强的领导干部、党史领域专家学者和
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 10名，挑选退休党员
干部、红军后代、讲解员等宣讲骨干 7 名，
组建党史学习教育市委宣讲团和市级百姓
宣讲团，分赴各地开展集中宣讲。各县区
也相应组建县区委宣讲团和县级百姓宣讲
团，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对象化、分众化、互
动化宣讲。

在宣讲中，注重用好信阳丰富的红色资
源，通过讲故事、作对比，让宣讲报告引人入
胜、引起共鸣。同时，回应群众关切，用群众
语言解答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切实把党的
历史讲透彻、讲出彩，让党员干部学有所思、
学有所悟、学有所得。

“我们不仅要深入学习党的历史和党的
创新理论，也要利用好许世友将军故里等红

色资源，精心组织好宣传教育活动，为群众
办实事、解难题，引导人民群众永远听党话、
感党恩、跟党走。”新县田铺乡党委书记李文
林表示。

做好宣讲“大文章”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党的
历史就是党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
苦、与人民团结奋斗的历史。开展专题宣
讲，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群众在哪里，宣
讲就深入哪里。

7月 13日，“永远跟党走”百姓宣讲团成
员、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讲解员李子
程，走进新县东风社区，与近50名党员群众
一起，重温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系统回顾了
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
性飞跃。丰富的史料、动情的话语让现场群
众红了眼眶，雷鸣般的掌声不时响起。

“小切口呈现大主题、小故事蕴含大理
论”，李子程结合发生在这块红色土地上的
红色历史，讲活了经典故事，说透了党史知
识，让社区群众学了知识、富了脑袋，获得现
场群众一致称赞。

7月 14日，在信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党员
活动室里，一堂别开生面的党课正在进行。
信阳市优秀社科专家、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祝辉以《从伟大的建党精神中汲取奋进力
量》为题，为年轻的党员干部授课。这是信

阳全市党史系统开展“人人讲党课”活动的
一个缩影。

宣讲活动开展以来，信阳调集市直机关
领导干部、党史党建专家学者、退休干部、革
命后代、优秀老师、红色讲解员、文艺工作
者、乡土能人等力量，精心组建一批领导干
部、党史专家、基层党员、“百姓名嘴”等“接
地气”的宣讲团，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宣讲。

一场场报告会，座无虚席、掌声四起；一
次次交流，解疑释惑、深刻通透。全方位、多
层次、接地气的宣讲活动，如同一粒粒“红色
种子”，播撒到广大党员群众的心间。

截至8月 2日，信阳开展示范宣讲76场
次，带动全市党史宣讲 2600 余场次，受众
22万多人次，掀起了全民学习党史的热潮。

奏响宣讲“大合唱”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
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我们列出了《大别山精神的历史意蕴
及时代价值》《大别山革命女性风采》等 34
个接地气的宣讲题目和每个宣讲员姓名及
联系电话，以通知的形式发放到各地各单
位。各单位根据需要，主动与宣讲员对接，
邀请不同层次的宣讲员，点出宣讲题目开展
宣讲。”信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祁登舰说。

除了“菜单式”宣讲，近几个月来，信阳各
地的宣讲实践早已不再局限于报告会，“一次
性”宣讲变为“微宣讲”“文艺讲”“云宣讲”等
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被动式”听讲变为“互
动式”交流，时间更加机动，形式更加灵活，在
润物无声中达到深入人心的效果。

7月 9日，大别山高中阶梯教室内气氛
热烈、掌声雷动，信阳市副市长杨淑萍以
《学百年党史聚复兴伟力》为题，通过大量
史实资料的展示和革命故事的讲述，带领
大别山高中的老师和同学们，共同回顾我
们伟大的党所走过的峥嵘岁月，进一步增
强了广大师生热爱党、拥护党、跟党走的理
想信念。

“要引导学生从党的百年奋斗史中汲取
智慧和力量，让红色基因永续传承。作为一
名教育工作者，我倍感责任重大。”大别山高
中青年教师李亚说。

回顾“走过路”，不忘“来时路”，走好“脚
下路”，一场场宣讲，如一场场及时雨沁润着
大家的心田，更激荡着大家担当作为、奋勇
争先的精神，汇聚着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
磅礴力量。9

以信仰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信阳市党史学习教育宣讲活动综述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金锋 邹乐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素有“江南北国、北国江南”美
誉的信阳，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道路，扎实做好“护山理
水、治气播绿”大文章，大别山下天
更蓝、山更青、水更绿，美丽信阳越
绘越迷人，“山水信阳·休闲茶都”品
牌越叫越响。

目前，全市已建成 3A 级以上
景区51家（其中4A景区 15家）、省
级旅游度假区 4家、休闲观光园区
10 个、省级研学旅游示范基地 4
个，“旅游+”引领健康、旅居、体育
等新业态蓬勃发展，“美丽经济”持
续反哺“美丽乡村”，助力乡村振兴。

据统计，“十三五”以来，信阳接
待游客总量、旅游总收入年均增速
分别达到 17.6%和 28.9%以上，进
入全省第一方阵。9

图①“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商
城县里罗城风景宜人。9

图② 罗山县云禾山水田园
综合体即将盛装开园。9 均为
刘宏冰 摄

绿色发展激活美丽经济绿色发展激活美丽经济

②②

①①

“永远跟党走”百姓宣讲团在新县进社区宣讲。9 信阳市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