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日，武警第一机动总队驻豫某支队700余名退役士兵来到郑州东站，踏上返乡的列车，迈入新的人生征程。自今年7月
20日起，这批战士奔赴巩义、登封、中牟等多地抗洪一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救助受灾群众。⑨3 王铮 蔡霖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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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航新征程百年路
学学党史党史 悟悟思想思想 办办实事实事 开开新局新局

校区遭遇洪水灾害，河南财政金
融学院第一时间组织好暑假留校学
生搬迁工作，把考研同学集中在龙子
湖校区上课，做好餐饮、住宿、洗浴等
保障，全力为同学们创造良好的学习
和生活环境。

在防汛救灾和疫情防控中，河
南中医药大学扎实办实事。老师们
线上线下及时联系，每个学生在哪

儿心中都有数；各个校区都组建了
志愿者服务队、抢险突击队，加快灾
后重建……

把做好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作
为“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具体行动，
河南农业大学今年先后举办河南省
农林畜牧类等 4 场大型双选会、43
场线下精品专场双选会、9场大型网
络双选会，提供就业岗位近 20 万

个，还与牧原集团、正大集团等通过
开设创新班等形式深度合作，仅牧
原集团近 3年来就在该校招录毕业
生 300多人。

党史学习教育成果正在转化
为我省教育系统的强大工作动力，
转化为师生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开 辟 育 人 新 境 界 ，开 创 发 展 新 局
面。③7

为有力有序推进我省特大洪涝灾
害灾后重建工作，保障灾后恢复重建
各项政策落实，现将省特大洪涝灾害
灾后重建工作监督举报方式公布如
下：

1.来信地址：郑州市金水区纬三路
35号

河南省灾后重建工作监督考核组
（邮编450003）

2.电话：（0371）65905013
3.来访地址：河南省群众来访接待

大厅1号窗口
欢迎社会各界、广大干部群众通过

以上方式，对我省特大洪涝灾害灾后重
建工作进行监督。

省特大洪涝灾害灾后重建工作监
督考核组

2021年9月 1日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9月 1日，全
省屋顶光伏发电开发行动启动会议暨
集中签约活动在郑州举行。

副省长费东斌出席并讲话。他指
出，全省屋顶光伏发电开发行动是深入
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省委、省政府关
于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部署的具体行
动，是加快全省新能源产业化、规模化、
集群化发展的有效举措。要树立“项目
为王”鲜明导向，推动一批整县、整市屋

顶光伏发电试点落地见效，高标准打造
一批“光伏+”特色工程，有效拉长我省
新能源产业链，对全省经济社会绿色转
型发展提供有力项目支撑。

费东斌强调，各地在项目推进中要
坚持与灾后重建工作紧密结合，坚持特
色工程和整区县试点“双轮驱动”，实现
绿色发展成果普惠共享。各相关企业和
省辖市要以此次签约为契机，主动作为、
加强衔接，尽快推动协议落地落实。③6

本报讯（记者 王昺南）9 月 1 日，
2021 中国（郑州）国际期货论坛开幕，
来自海内外的期货领域嘉宾深入交流、
共谋发展。本次论坛为期 2天，采用视
频方式进行。

副省长戴柏华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戴柏华表示，作为全国期货市场的

发源地，河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期货
市场建设，将其作为金融业改革发展的
重要任务着力打造。今年4月，党中央、
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

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增加郑
州商品交易所上市产品。河南将认真贯
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继续大力支
持郑州商品交易所创新发展，丰富品种、
拓展功能，在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中彰显新担当、展现
新作为。中国（郑州）国际期货论坛已成
功举办 4届，成为全球期货从业人员交
流智慧、碰撞思想的重要平台。通过大
家广泛深入的交流，必将为期货业创新
发展注入新的强劲动力。③7

本报讯（记者 郭北晨）9月 1日，全
省高层建筑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在郑州召开。会议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
重要指示精神，根据省委、省政府主要
领导部署，对全省高层建筑消防安全专
项整治进行具体安排。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周霁出席会
议并讲话。他指出，近期，省外高层建筑
火灾事故再次给我们敲响警钟，消防安
全一刻也不能放松。各地各部门要深刻
汲取省内外火灾事故教训，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强化红线意识、底线思维，
统筹发展和安全，以“五铁”精神抓好全
省高层建筑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坚决守
牢消防安全底线。

周霁强调，要坚持标本兼治、以防为
主，确保高层建筑消防安全。要突出

“防”，加强源头管控；突出“治”，加强隐患
排查整治；突出“严”，加强监管执法；突出

“常”，加强日常管理；突出“备”，加强救援
能力建设。要坚持从严整治、常态长效，
持续开展“九小”场所专项治理。要坚持
系统治理、源头防控，扎实推进彩钢板综
合治理。要坚持齐抓共管、协同发力，严
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
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规定，压实企
业（单位）主体责任、法人责任、股东责
任。同时要抓紧抓实灾后恢复重建和企
业复工复产期间的安全生产工作。

副省长武国定、刘玉江出席会议并
讲话。③7

突出防 突出治 突出严

扎实推进全省高层建筑消防安全专项整治

更好发挥期货市场作用
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开发屋顶光伏发电 助力绿色转型发展

关于公布省特大洪涝灾害灾后重建
工作监督举报方式的公告

育人开新局 成长谱新篇
——我省教育系统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综述

连日阴雨，河南农业大学
园艺学院教授李胜利踩了两
脚泥，又一次来到中牟县韩寺
镇古城村。他一出现，就被老
乡拉到了茄子地里。“李老师，
您可来了，快看看俺家茄子咋
办吧！”

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
化成为民办实事的实际行动，
让老师们走出书房，投身火热
的生产一线。

不怕辛苦、不惧危险。郑
州大学法学院本科生周怡帆
加入核酸检测志愿者队伍，度
过了这个不寻常的暑假。

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
化成担当与奉献的实际行动，
同学们立志“以青春之我，护
山河无恙”，让青春熠熠闪光。

我省教育系统校内校外、
课内课外、线上线下相结合，
老师课上讲授课下力行，党史
学习教育已全面融入立德树
人大课堂，正转化成青春力量
和青年担当。

□本报记者 史晓琪
实习生 刘林曦

“中国共产党党徽图案由镰刀和
锤头组成，镰刀和锤头是工农的劳动
工具，象征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群众
的利益……”“线儿长针儿密，含着热
泪绣红旗，绣呀绣红旗……”9月1日，
在老师动情的讲述和歌声中，孩子们
被深深吸引了。河南省实验幼儿园
推出“国旗下的课程”，把红色火种撒
在孩子们心中。

“建党初期，中原铁路人率先接

受马克思主义，成立了河南省第一家
党组织——中共洛阳组；铁路职工组
织‘二七大罢工’，用鲜血铸就‘二七’
精神……”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的
团干部和思政课教师，带着同学们寻
访铁路红色基因，河南铁路“好故事”
成为培养大学生家国情怀、奉献精
神、奋斗精神的“成长营养剂”。

把镜头对准红旗渠建设者，安
阳师范学院师生行千里山路，探寻

林州 456个村落，走访 500多位修渠
老人，从 8万多幅照片中挑选精品，
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丰碑”——红旗渠建造者专题摄影
展，同学们对红旗渠精神有了更深
领悟。

用好红色资源，挖掘生动素材，
用红色精神激励同学们茁壮成长，
红色教育成为我省教育系统育人的
底色。

“我们现在是按中共一大的地
图在走，其中一项任务是让我们的
车从长沙到上海的地址开会。”“我
们现在到了红船上，这里正在召开
中共一大……”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王威立
老师开创的“红色编程”特色课堂，以
中共一大、长征、抗美援朝等为历史
背景，将党史学习教育与专业学习深
度结合、与创新技术高度融合，复杂

的计算机编程语言转变成了通俗易
懂的积木指令，通过积木的排列组合
实现程序设计，生动呈现了中国共产
党的百年光辉历程。

郑州大学主干道道旗，以中国
共 产 党 人 的 精 神 谱 系 为 主 线 ，将
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
等 52 个伟大精神和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元素融入设计，营
造沉浸式党史学习教育校园氛围；

洛 阳 师 范 学 院 采 用“ 党 史 学 习 教
育+艺术实践”的新形式，以史串
歌，以歌叙史，将音乐艺术与党课
有机融合……

我省各级各类学校丰富内容，
创新形式，党史学习教育“处处能
学、时时可学”，正如郑州航院王思
梦同学感慨的那样：“这样的课堂立
体又生动，既有专业收获，又有思想
成长。”

既有专业收获 又有思想成长

发展动力十足 获得实实在在

根据党中央统一部署，全国政法队
伍教育整顿中央第九督导组于近日进
驻河南省督导开展第二批政法队伍教
育整顿工作，进驻期间开设专门邮政信
箱受理群众举报。

受理范围：涉及河南省省级政法单
位及其直属单位（省委政法委、省高级人
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
法厅，郑州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郑州
铁路运输检察分院，省监狱管理局等），
以及在豫中央政法单位参加第二批教育
整顿直属单位、垂直管理单位、派出机构
（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铁道警察
学院、河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郑州铁

路公安局、郑州海关缉私局、河南省公安
厅特勤局）干警的问题线索。

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件，将按
照规定转有关部门处理。

邮政信箱收件人：全国政法队伍教
育整顿中央第九督导组

邮 政 信 箱 地 址 ：河 南 省 郑 州 市
A439号专用邮政信箱

受理时间：自邮箱公布之日起至
2021年 10月 31日

特此公告。
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中央第九

督导组
2021年9月 1日

关于公布河南省第二批政法队伍
教育整顿中央第九督导组信箱的公告

（上接第一版）
用好救灾战“疫”教材，打造思政

教育大课堂。“7·20”特大暴雨突然袭
来、新冠肺炎疫情卷土重来。面对防
汛救灾灾后重建和疫情防控两场硬
仗，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坚守岗位、勇
于担当，把防汛救灾、抗“疫”一线当
成了党史学习教育的实践课堂、检验
党史学习教育成效的战场。由省委
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
印发《关于深化党史学习教育扎实开
展防汛救灾工作的通知》，组织全省
18.8 万个基层党组织、376万名党员
参与防汛救灾，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打
造党史学习教育思政大课堂。

创新形式载体，突出“全媒体”宣
传。5集电视专题片《共产党员》的播
出，收获了全网 6.4 亿次的点击量；

“百年百场”优秀剧目展演等系列文
化活动持续开展，民族歌剧《银杏树
下》、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电视剧

《红旗渠》等广受好评；通过短视频、
网络直播、H5、VR、长图海报等多种
形式，用“网言网语”讲好党的故事，
截至目前，省级媒体关于“四史”宣传
教育刊播稿件 5.4 万篇，各省辖市和
济源示范区媒体刊播稿件近21万篇，
新媒体点击量达135.42亿次。

聚焦青少年，让红色基因代代传。
郑州大学思政课教师周荣方“讲焦裕禄
故事动情落泪”的短视频火遍全网。面
对34亿次的点击量，周老师说：“真正
打动大家的是焦裕禄精神，是党百年奋
斗史上一幕幕动人的画面！”把学生上
台演出、思政老师串讲、线上网络直播
有机融合起来，我省还积极探索在全省
高校广泛开展党史思政课、慕课，点燃
青年学党史、听党话、跟党走的热情。

“干”字为要，务求见行见效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各

地各部门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结合实际出实招、办实
事、见实效，立足岗位为民服务——

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省
高院、省检察院等梳理提出40个重点
项目清单，17个省辖市和济源示范区
共提出 13377个项目清单，实施台账
化管理、项目化运作，逐一抓好落实。

省委、省政府扎实开展“万人助
万企”活动，省政府出台《河南省加快
灾后重建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十条措
施》，从强化金融支持、加强财税支
持、减轻企业负担、强化企业服务等
方面为企业复工复产保驾护航。

洪灾、疫情发生后，省财政厅紧
急开辟“绿色通道”，筹措下达11批资
金共 47.25 亿元，用于支持灾区开展
应急抢险救灾、受灾群众救助、灾后
农业生产恢复和水毁水利工程设施
修复等工作。

省民政厅印发《河南省灾后困难

群众基本生活救助方案》，充分发挥低
保、特困、临时救助等救助政策作用，
分类救助、应救尽救，保障好受灾困难
群众基本生活，切实兜牢基本民生保
障底线，防止群众因灾返贫致贫。

怎 么 为 受 灾 企 业 提 供 必 要 帮
助？新乡“234”计划帮助企业解决用
工、资金、土地等各类问题；许昌启动

“万人助万企·抗灾战‘疫’稳定就业”
网络招聘专项行动，为企业复工复产
提供用工保障。

……
风劲帆满图新志，砥砺奋进正

当时。河南将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从
百年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把党史
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锐意进取、开
拓创新、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强大
动力，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河南新征程上
阔步前进。③5

党史之光映初心

本报讯（记者 郭北晨）9月 1日晚，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召开防汛视频调度
会，传达省委书记楼阳生、省长王凯的
重要批示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周霁
的有关要求，对当前防汛工作进行再安
排、再部署。

副省长武国定主持会议并讲话。省
气象局分析会商了当前降雨天气形势和
下轮强降雨天气监测预报情况，水利、自
然资源、交通运输、住建和应急等部门分
别安排了水利防汛、地质灾害防范、道路
交通、城市防汛和灾害统计上报等工作。

武国定强调，本轮强降雨持续时间

长、累计雨量大，要坚决克服松懈思想，一
刻也不放松地抓好防范工作，不获全胜决
不收兵；要持续做好查险除险工作，突出
抓好地质灾害、水库大坝、河道堤防、道路
交通、城乡住房的查险除险，做到险情不
排除人员不撤离；要慎重回迁转移人员，
地质灾害不排除不回迁，山洪不过去不回
迁，房屋安全无保证不回迁；要及时修复
水毁道路，防止小损小毁变成大损大毁，
影响群众生产生活；要及时核准上报灾
情，实行日报告制度，决不允许迟报瞒报
漏报误报，确保不再发生人员伤亡事件，
维护全省社会大局安全稳定。③7

坚决克服麻痹松懈思想
持续打好防汛减灾硬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