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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航新征程百年路

高端访谈

锚定“两个确保”交上出彩答卷

□本报记者 胡舒彤

如今鹤壁淇县庙口镇大滹沱村村
民翠花轻轻在手机上一点，一批榴莲成
功下单，要不了几天她就可以坐在村头
的家里吃到了。

现在，越来越多生活在农村的“翠
花”们也可以像城里的“Lily”们一样在
家门口取快递、尝尽各地美食，这要归
功于农村寄递物流的发展。

农村寄递物流是消费品下乡进
村、农产品出村进城的重要渠道，对满
足农村群众生产生活需要、释放农村
消费潜力、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
义。实现消费品下乡、进村，农产品进
城，我省在完善县、乡、村寄递物流体
系中有哪些探索尝试？记者通过调查
走访找到答案。

下乡

平顶山郏县公交车司机韩利培像
往常一样，开着空载的公交车去郏县客

货邮一体化中心拉快递。从去年5月开
始，韩利培驾驶的公交车就开始运快递
了。正常情况下从县里发往农村的公
交车每天有4班，其中2班用来运快递。

韩利培说，用空车把县里的快件送
到镇上的便民服务点，既能避免跑空
车，还能缓解邮政快递运输运能不足的
问题。

利用“村村通”农村客运班车，将邮
政物流配送的货物运送至乡镇综合运
输服务站，即“交邮合作”，是去年平顶
山邮政分公司与当地交通运输局联手
构建的“城乡客运+农村物流+邮政快
递”融合发展体系的重要载体。目前我
省开封、驻马店、新乡等地均有此类操
作，在提高公交车运营效率的同时，加
速“快递下乡”。

进村

郏县冢头镇圪塔王村是个山区村，
村民苦于取快递烦恼已久。

“山路不好走，特别是上冻路滑，早
些时候还有村民为了取快递摔伤的。”9
月 24日，圪塔王村便民服务点老板王
占龙说，“‘邮快合作’以来，乡亲们来我

的小超市就能取快递了，基本实现足不
出村取快递。”

在农村，一些村里的小超市也是邮
政便民服务站。今年4月份以来，郏县
邮政分公司将邮政便民服务站作为快
递进村工程的站点，深入开展“邮快合
作”，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

“邮快合作”是邮政公司发挥网络
优势替快递公司进村送快递，快递公司
每票快件让利 3毛钱，短期来看各方都
不咋挣钱，但利民的好事，想通了，大伙
儿的干劲儿也就上来了。

除了“邮快合作”，“快商合作”也是
促进“快递进村”的方式。在淇县，多家
快递公司整合资源，建立农村快递加商
贸的平台，寻找有合作意向的农村超市
到乡镇快递网点拉快递，在村里派送。
每单快递给超市2至3毛钱的提成。

“来拿快递的人，顺便在店里买点
啥，我的生意就好了不少。快递进村真
中。”淇县庙口镇大滹沱村蒋小娟说。

进城

在加快城市消费品进村的同时，做
好农村特色农产品进城，也是发展农村

寄递物流体系的一部分。
2020 年，开封市寄递企业服务现

代农业大蒜项目，入选国家邮政局
“2020 年快递服务现代农业金牌项
目”。当地通过“互联网+大蒜”的现代
商贸模式，增加大蒜线上销量。随之而
来的是农村电商对寄递运输的需求更
加迫切。开封市邮政管理局将寄递服
务由县城辐射到农村，建成“县—乡—
村”三级网络。据统计，开封在全市大
蒜主产区设立乡镇快递分支机构 118
个、乡镇及村级末端网点 231个，实现
了快递服务全覆盖。

截至 6月底，全省共创建南阳艾制
品、开封大蒜、信阳茶叶等寄递服务现
代农业金银铜牌项目 18个，带动消费
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销售150多亿元，
对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的新型工农
城乡关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发挥了
重要作用。

“不管是农产品进城还是消费品下
乡，都是为了让快递进村融入现代产业
体系，让物流在实现整个产业链共同富
裕方面发挥作用。”河南省邮政管理局
局长訾小春说。③5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省委工作会议提出的‘两个确保’
催人奋进，确定的‘十大战略’务实精
准，彰显了省委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奋勇争先、更加出彩’殷殷嘱托的河南
担当，也为信阳加快老区振兴、加速绿
色崛起、奋力实现‘两个更好’提供了行
动指南。”9月 30日，信阳市第六次党代
会刚刚闭幕，谈及省委工作会议和即将
召开的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中共信阳市
委书记王东伟语缓意坚。

王东伟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两个
更好”的殷殷嘱托，为信阳的发展指明
了前进的方向、擘画了美好蓝图、注入
了强大动力、提供了根本遵循。信阳要
做的，就是牢记嘱托、奋发进取，弘扬大
别山精神，强化答卷意识、结果导向，持
续用力、久久为功，在实现“两个更好”、
加快绿色发展、推动乡村振兴、创造高

品质生活上奋力走在前列。
王东伟说，要以产业升级为引擎推

动发展提质提速。扎实做好存量、增
量、变量“三篇文章”，一体推进传统产
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
产业谋篇布局，实施工业三年倍增等

“十大工程”，树立“四大导向”，打造“五
个生态”，推进“万人助万企”“三个一
批”活动，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到
2023 年，力争全市工业主营业务收入
实现倍增、达到5000亿元，主导产业主
营业务收入翻两番、达到3600亿元。

要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努力在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保障粮食安全、规划
引领因地制宜、统筹“五个振兴”、改革

加力添动能上走在前作示范。凸显豫
南特色，优化农业“三带三区”产业布
局，打造淮上粮仓。充分利用好国家农
村改革试验区政策，结合实际绘好新时
代乡村集成改革路线图，创造更多的农
村改革“信阳经验”。

要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导加速绿
色崛起。实施绿色低碳转型战略，大力
发展绿色能源、壮大绿色产业、做强绿
色交通、推广绿色建筑、创新绿色技术、
构建绿色屏障、倡导绿色生活，以数字
化赋能绿色低碳转型，建设“两山银
行”，申建国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
区，走好绿色崛起之路。“十四五”期间，
固定资产投资保持两位数增长，到
2025 年，经济总量突破 4000 亿元，单

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降低14.5%。
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核心创造高

品质生活。实施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
化战略，以建设豫南中心城市和鄂豫皖
省际区域中心城市为引领，加快构建“一
主两副、两廊四轴”国土空间布局，推动
信罗同城化、潢光一体化，放权赋能推动
县域经济“成高原”。到2025年，常住人
口城镇化率达到60%。聚焦“一老一小
一青壮”，高质量办好教育、就业、卫生、
社保等民生实事，推进文化繁荣兴盛，促
进人民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
成。王东伟表示，信阳正处于重大机遇
叠加期、跨越赶超关键期、绿色崛起黄
金期和深化改革突破期，站在新起点、
开启新征程，用大别山精神武装起来的
老区人民坚守信念、奋勇争先，一定能
实现开局新气象、两年见成效、三年大
变化、五年大跨越，以优异成绩向党和
人民交出“两个更好”的信阳答卷。③9

□本报记者 史晓琪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
割……”10 月 1 日上午，郑州大学主
校区行政楼前，师生们深情唱响《我
和我的祖国》。

阳光明媚，金秋送爽。为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2周年，郑州大学
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激发广大师
生心系祖国、忠于祖国、奉献祖国的家
国情怀，表达郑大人对伟大祖国的美
好祝福，激励郑大人奋发有为、追求卓
越。

郑州大学国旗护卫队是一支“硬
核”队伍。教官是参加过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50周年国庆首都阅兵、荣立过
三等功的阅兵标兵张威老师。2005年

5月 1日，“全国首届高校国旗护卫队经
验交流会”在天津大学举行，郑州大学
国旗护卫队在升国旗仪式和队列会操
中，以威武的军姿、严整的军容和规范
的动作获得了队列会操一等奖和优秀
组织奖，为郑州大学也为河南高校争得
了荣誉。

郑州大学国旗护卫队2004年成立
时，20多名队员都是国防生。目前已
发展到近 2000人，是全国高校中规模
最大的国旗护卫队，已成郑州大学思政
教育的好平台、育人的好载体。

升旗仪式中，国旗护卫队队员个

个英姿飒爽、军姿严正，这背后的训
练辛苦又有几人知？他们经常踢正
步踢得脚都肿了，仍然坚持忍着痛
踢，手指也是擦裤缝擦到红肿；为保
证国歌结束时国旗恰好到达旗杆顶
端，长度 92 秒的国歌中，升旗手要数
着摇 125—130 圈手柄，才能保证分
秒不差……

“我们国旗护卫队队员每周要训练
3—4个晚上，每次训练将近 3个小时，
牺牲了个人的休息时间和娱乐时间。”
郑州大学人民武装部军事科长、国旗护
卫队负责人张威说，为了出色完成这次

升旗仪式，暑期训练从 8月 1日开始一
直到开学，这一个多月时间，他们每天
要训练12—14个小时。

“我的外公和哥哥都是军人，加入
国旗护卫队培养了我的社会责任感。”
郑州大学美术学院朱秋宁同学看起来
秀秀气气，其实能吃苦有担当，2020年
10月河南省国防教育百校宣讲暨模范
高校创建启动仪式在郑州大学举行，她
在全省大学生中脱颖而出，成为首届 8
名国防志愿者之一。课余时间，她也经
常参加志愿活动，到中学去普及国防教
育方面的知识。

“加入国旗护卫队我收获很多。除
了磨炼意志，还让我更加懂得‘请党放
心，强国有我’的深刻内涵。”国旗护卫
队队员刘亚霖同学说。③7

本报讯（记者 刘晓波）10 月 7
日，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截至
当日，全省秋作物已收获 10056 万
亩，占秋作物播种面积的 84%。其
中，玉米已收获 4931 万亩，占播种
面积的 86%；水稻已收获 677万亩，
占播种面积的 74%；大豆已收获
442万亩，占播种面积的 73%；花生
已收获 1735 万亩，占播种面积的
92%。

玉米是我省第一大秋作物。截
至目前，周口已收 721万亩、南阳已
收 671万亩、商丘已收 646万亩、驻

马店已收573万亩、安阳已收353万
亩、新乡已收 296 万亩、开封已收
255万亩、洛阳已收 219万亩、平顶
山已收 209 万亩、许昌已收 207 万
亩、濮阳已收 195 万亩、郑州已收
177万亩、漯河已收125万亩。

花生是我省第二大秋作物。截
至目前，驻马店已收 495万亩、南阳
已收 480万亩、开封已收 209万亩、
周口已收173万亩、商丘已收167万
亩、信阳已收125万亩。

水稻主产区信阳已收获水稻
620万亩。③6

本报讯（记者 王小萍 赵力文）
10月 7日 11时，三门峡水利枢纽迎
来 8360 立方米每秒入库流量，为
1979年以来最大洪水。

近日，受渭河、黄河北干流来
水共同影响，黄河潼关水文站 10月
5日 23 时流量达到 5090 立方米每
秒，形成黄河 2021 年第 3 号洪水。
6日 15时 20分，黄委发布三门峡库
区河段洪水黄色预警。按照黄委
调度指令，自 5 日 15 时起，三门峡
水库开始了新一轮敞泄运用，枢纽
12 个底孔、12 个深孔、2 条隧洞、1
个泄水钢管全部开启，确保行洪通
道畅通，洪水安全下泄。截至目
前，三门峡水库最大入库流量 8360
立方米每秒，最大出库流量 7990立

方米每秒。
三门峡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

自10月 6日 22时起，将黄河防汛应
急响应级别由Ⅳ级提升至Ⅲ级，迅
速安排相关人员转移撤离，并采取
措施，严防群众返回危险区域，确保
人员安全。市、县河务部门全员进
入备战状态，对黄河沿线出入口实
行封闭，在重要河段设立安全警示
牌、警戒线，安排专门人员进行 24
小时值守，加强巡查，备足防汛物
资，为防汛抢险提供保障。

秋汛洪水接踵而至，新一轮强降
雨仍在持续，为坚决打赢黄河秋汛洪
水防御这场硬仗，三门峡水利枢纽管
理局进一步强化“四预”措施，全面部
署洪水防御各项工作。③6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10 月 8
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寒露”。如
果说白露是炎热向凉爽的过渡，寒
露则代表从凉爽转向寒冷。

今天（8日），我省天气也较为应
景：大部地区以阵雨或小雨为主，最
高气温在 18℃以下。在北风的“加
持”下，体感温度更低，此时来一条
秋裤才是王道。

寒露节气后，我省天气有什么
变化？

中央气象台最新提示，虽然北
方降雨基本结束，但是新一轮冷空
气将入侵我国，给大部地区带来大
风降温天气。

同时，省气象台预测，10月我省
大部降水量偏多，安阳、濮阳、鹤壁、
新乡、济源、焦作、三门峡、洛阳、郑州
及许昌北部、开封大部偏多二成至三
成，平顶山、漯河、周口、商丘及驻马
店北部、南阳北中部偏多一成至二
成，信阳、南阳南部、驻马店南部则比

正常偏少不超过二成。全省平均气
温在 18℃以下，西部地区 13.0℃ ~
15.0℃，豫南16.5℃~17.5℃，其他地
区15.5℃~16.5℃。未来 30天，我省
还有4次降雨过程。

俗语说，“寒露时节天渐寒，农夫
天天不停闲”。面对前期持续性降雨、
降温，我省农业生产需要注意什么？

寒露至霜降这半个月，正是秋
作物成熟、越冬作物开始播种的季
节。10月 7日 9时 0cm~30cm自动
土壤水分监测数据显示：目前除信
阳、南阳、驻马店和周口局部地区墒
情适宜外，全省其余大部地区土壤
偏湿。

省农业气象服务中心预测，9日~
10日我省将出现降水间隙，未收获地
块应抓紧抢收，并做好通风晾晒、防
雨收仓工作；土壤偏湿地块需及时
排涝降渍，翻耕晒墒；已完成收获的
田块应抓紧腾茬整地，适期播种小
麦。③9

全省秋作物收获超八成

10月我省大部降水量偏多

三门峡水利枢纽迎来
42年来最大入库流量

快递进村，真中！

忠实践行领袖嘱托 加速老区绿色崛起
——访信阳市委书记王东伟

郑州大学有支“明星”国旗护卫队
红色百年党史中的

10 月 7 日，尉氏县邢庄
乡蜜蜂赵小学师生在尉氏县
焦裕禄纪念馆聆听“河南首届
劳动模范”王小妹讲述焦裕禄
当年在尉氏工作时的故事，追
寻红色印记，接受爱国主义教
育。⑨6 李新义 韩海霞 摄

10月 4日，柘城县安平镇史关庙村村民在收获高粱。该镇2万亩红高
粱成熟，处处呈现出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⑨6 张子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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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青莎）10 月 7
日，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专题工作
会议召开，听取工作汇报，研究下步
工作。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孙守刚
参加会议并讲话，他指出，全省第二
批教育整顿进入查纠整改环节以
来，各单位认真落实中央部署和省
委要求，在中央第九督导组的督导
指导下，聚焦重点工作，整体进展顺
利。

孙守刚强调，要对标对表中央
要求和省委部署，锚定目标不松劲，
政治站位再提升，把教育整顿作为
加强政法铁军建设、优化政治生态
的有利契机和强大动力，真正从政
治上看、从政治上把握、从政治上研
究措施，推动教育整顿向纵深发

展。自查自纠再深化，继续深入思
想发动和政策宣讲，精准兑现宽严
政策，扎实开好民主生活会和组织
生活会，确保开出高质量。案件线
索再攻坚，强化分类施策，抓住重点
案件，坚持铁案标准，加强交办督
办、调度通报，确保件件有着落、案
案有结果。建章立制再提质，强化
顶层设计，深度结合政法领域改革，
把“点”的问题整改上升为“面”上的
制度建设。工作责任再压实，各单
位要扛实主体责任，拧紧责任链条，
领导班子要严格落实“七个带头”，
确保各项工作抓细抓实。统筹兼顾
再强化，处理好教育整顿和政法业
务工作的关系，把教育整顿成效转
化为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
展的实际行动。③6

锚定目标不松劲 担当作为再提质
推动教育整顿查纠整改工作走深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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