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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河南实现“奋勇争先、更加出彩”贡献济源力量
——访济源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济源市委书记史秉锐

02│要闻

习近平同默克尔举行视频会晤
06│要闻

新华社北京10月 13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3日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0月 14日以视频方式出席第二届联合国全
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习近平将出席第二届联合国
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3 日电 在中
国传统节日重阳节来临之际，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对老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代表党中央祝全国老年人健康长寿、

生活幸福。
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

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老龄工作，贯彻
落 实 积 极 应 对 人 口 老 龄 化 国 家 战
略，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

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加大制
度创新、政策供给、财政投入力度，
健全完善老龄工作体系，强化基层
力量配备，加快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养老服务体系、健康支撑体系。

习近平强调，要大力弘扬孝亲敬
老传统美德，落实好老年优待政策，维
护好老年人合法权益，发挥好老年人
积极作用，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
果、安享幸福晚年。

习近平对老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

在重阳节来临之际向全国老年人致以节日祝福

本报讯（记者 刘婵）10月 13日是
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纪念日。由团省
委、省少工委主办的“请党放心，强国
有我”——河南省少先队“十·一三”建
队纪念日主题队日活动在郑州市二七
区长江东路第三小学举行。

省委副书记、省少工委名誉主任
孔昌生，副省长何金平出席活动，为少
先队员代表颁发红领巾奖章。近百名
少先队辅导员、少先队工作者以及少
先队员代表参加活动。

主题队日围绕灾情、疫情开展制
度自信教育，通过主题中队会的形

式，面向少先队员集中讲述党史故
事、党史人物，邀请青年典型讲述抗
灾防疫故事，教育引导少先队员从小
在心中埋下制度自信的种子，听党
话、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
新人。

在活动现场，少先队员表演了情
景剧《家里有我，爸妈放心》，生动再现两
场硬仗中一幕幕感人场景，赞颂和弘扬
伟大抗疫精神、抗洪精神。少先队员们
还分享了党史故事、党史人物学习体会，
并通过自评、互评，评选出荣获“传承章”
的队员。（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10 月 13
日，省政协主席刘伟在濮阳市调研。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七一”重要讲话和视察河南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落实省委工作会议部署，
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为实
现“两个确保”、实施“十大战略”贡献
智慧和力量。

在濮阳惠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刘伟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产品特
点、生产经营情况，鼓励他们抓住我省实
施创新驱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的
重要机遇，瞄准行业发展趋势，充分发挥
创新平台作用，吸引国内外创新人才合
力攻关，不断开发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
好的产品，做大做强做优企业，为经济高

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在濮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经济

技术开发区皇甫路街道太行村，刘伟深
入了解城乡规划、项目推进、产业发展、
乡村治理等工作。他指出，要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新发展
理念，以前瞻30年的眼光想问题、作决
策，树立“项目为王”鲜明导向，优化营
商环境，打造特色支柱产业，推动示范
区成为城乡融合发展的新高地；要加
强基层组织建设，充分发掘乡村发展
潜力，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努力实现乡村产
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
兴、组织振兴，让群众过上更加美好的
生活。（下转第三版）

刘伟在濮阳市调研时强调

认真学习贯彻省委工作会议精神
为实现“两个确保”凝聚智慧力量

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

河南省少先队“十·一三”
建队纪念日主题队日活动举行
孔昌生等出席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10 月 11
日，由省委宣传部、省委政研室、河南
日报报业集团、省社科院联合主办，河
南日报报业集团承办的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系列理论研讨会（第二场）举行，省内
外知名专家学者围绕“锚定‘两个确
保’交上出彩答卷”发表真知灼见，积
极建言献策，贡献智慧力量。

不久前召开的省委工作会议提出
锚定“两个确保”、全面实施“十大战
略”，是我们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工作的总目标和总纲领。作为我省新
闻宣传战线的主力军、主渠道、排头
兵，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紧紧围绕省委
中心工作，见事早、行动快、跟得紧，会
议闭幕当天，首轮宣传报道即全面启
动，第一时间推出省委工作会议精神

提要，评论员文章、理论文章、深度报
道、通讯综述等重磅报道深入阐释，迅
速在全省上下营造凝心聚力、共谋出
彩的舆论氛围。

本次研讨会邀请了中国区域科
学协会理事长、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
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肖金成，中
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
耀等省内外专家学者，围绕河南如何
建设国家创新高地、深化改革开放、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加快绿色低碳
转型发展、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等重大课题进行深入探讨，为推
进现代化河南建设提供了很多真知
灼见。③8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系列理论研讨会（第二场）举行

为河南“奋勇争先 更加出彩”
提供智力支持

04～05│理论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

高端访谈高端访谈

□刘晓阳

10月 2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
公厅印发《河南省全面推行林长制实施
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提出到
2021年年底，全面建成省、市、县、乡、
村五级林长体系，全面推行林长制。

为什么要全面推行林长制？如何
保障林长制落到实处？近日，省林业
局局长原永胜在接受笔者访问时对
《实施意见》进行了解读。

构建林草资源保护发展长
效机制

全面推行林长制是践行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的具体实践，是推进全省生
态文明建设和林业高质量发展的一项
重大改革举措。对此，省委省政府高度
重视，省委主要领导强调要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奋勇争先、更加出彩”殷殷嘱
托，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要
求，全面推行林长制，坚定不移走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在拉高标杆中争

先进位，在加压奋进中开创新局。
《实施意见》提出，各级党委和政

府是全面推行林长制的责任主体，省
级第一总林长由省委书记担任，总林
长由省长担任，副总林长由不担任政
府职务的省委副书记、负责省政府常
务工作的副省长和分管副省长担任，
林长由省委、省政府其他领导同志担
任，市、县级参照省级建立林长体系。
乡镇（街道）和行政村（社区）结合实际
设立林长体系，各级林长实行分区
（片）负责制和层级管理，构建党政同
责、属地负责、部门协同、源头治理、全
域覆盖的长效机制，将有效解决我省
林草资源保护发展的内生动力问题、
长远发展问题、统筹协调问题，加快推
进美丽河南建设。

明确党政领导干部的目标责任，
形成保护发展林草资源的强大合力，
实现山有人管、林有人造、树有人护、
责有人担，从根本上解决保护发展林
草资源力度不够、责任不实等问题，以

“林长制”实现“林长治”。

全面推进生态强省建设

《实施意见》明确了全省全面推行
林长制的总体要求、组织体系、工作职
责、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坚持目标
导向，到 2021 年年底，全面建成省、
市、县、乡、村五级林长体系，建立健全
林长制工作制度。到 2025年，全面推
行林长制取得显著成效，形成权责明
确、保障有力、监管严格、运行高效的
林草资源保护发展机制，如期完成“十

四五”林业发展目标，森林覆盖率达到
26.09%，基本建成森林河南。到2035
年，林长制改革全面深化，运行体系和
制度更加完善，森林覆盖率达 27%以
上，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全面提升，
林草碳中和能力、生态服务功能显著
提高，基本建成生态强省，实现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

各地要综合考虑区域资源特点和
自然生态系统完整性，科学确定林长责
任区域，把森林覆盖率、森林蓄积量、草
地综合植被盖度、湿地保护率、松材线
虫病和美国白蛾防治、森林火灾防控等
作为重要考核指标。落实好加强林草
资源保护、加快林草生态修复、强化林
草灾害防控、加强林草资源监测、持续
推进改革创新、推进基层基础建设等六

项任务，全面提升我省森林、草地、湿地
等生态系统功能，维护生态安全。

全力推动林长制落地见效

林长制是从基层试点实践中总结
提升出来的。2018年我省在新县、长
垣县等地开展县级林长制试点工作。
三年后，在信阳、驻马店等地开展全域
试点，探索不同资源禀赋、不同地域特
点推行林长制的标准。济源等地结合
实际建立“林长+检察长”“林长+公安
局长”等“林长+”新机制，形成了保护发
展林草资源的强大合力，彰显出强大的
制度优势，释放出良好的治理效能。

结合试点探索经验，在体制机制
上进一步创新，建立联系机制，省市县
级林长联系一个自然保护地或国有林

场。同时，丰富林长类别，在国有林
场、自然保护地设置林长，探索设立民
间林长。

全面推行林长制是一项系统工
程，需要统筹各方力量，建立完善制度
体系，确保林长制取得实效。要特别
注重从制度层面加强组织领导，形成
良好运行机制。要实施最严格的保护
制度，充分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切实
提升林草资源管护水平。要加强宣传
引导，形成广泛知晓、大力支持和参与
推行林长制的良好氛围。

按照中央和省委要求，坚持结果
导向，强化对林长履职情况和任期目
标、年度任务完成情况的考核，考核结
果作为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
价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重要依
据。对责任落实不到位、履职尽责不
到位的、造成林草资源严重破坏的，严
格按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各地要在
借鉴推行林长制试点经验的基础上，
结合实际，明确时间节点，加快全面推
行林长制各项工作进程。

以“林长制”实现“林长治”
——《河南省全面推行林长制实施意见》解读

□本报记者 王延辉 王斌 李晓舒

题记：
洪水猛兽般袭来

一浪高过一浪

这熟悉的方圆几公里

成了一片肆虐的汪洋

但依然是他的战场

就算被洪水冲走

也要紧紧握住

那些被水浸泡着的手和希望

——一首关于民警杨旭恒的诗

“7·20”郑州特大暴雨中，他一趟趟
冲到危险地带救出51名被困群众。

再次请缨到最危急的地方救援时，猛
兽般的洪水把救援车和他一齐吞噬。

时间分秒流逝，10多个小时后，当焦
灼万分的战友听到他报来平安，刹那间泪
花飞溅、欣喜若狂。

他奇迹归来，还救起了一同落水的63
岁农民杨全。网友盛赞其为“超级英雄”。

这个英勇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在任长
霞精神感召下从警10年的新密市公安局

32岁青年民警，名叫杨旭恒。
“心中装着人民，脚下充满力量。杨

旭恒用他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人民公安为
人民’的庄严承诺。”公安部新闻发言人张
明称赞。

“7·20”的风雨远去，时光从盛夏转
至金秋。几个月来，杨旭恒的义勇和壮举
仍广为传颂。

寒露时节，当记者见到这位“超级英
雄”时，他正带队在城区治安巡逻。一米
八的个头儿，体型敦实，步履矫健。一张
板正的国字脸，一言一行，温煦平和。

他就像凡人堆里的“一束微光”，平时
默默发光发热，关键时刻光芒四射。

“如果没有杨警官，俺就看不到今天
了。”劫后余生的杨全逢人就感慨。

一幕幕无法忘却的记忆，带着我们一
起回到那个暴雨如注、惊心动魄的一天。

【救援】
雨再大浪再急，挡不住守

护的脚步

新密多浅山丘陵，地势北高南低。顺

着郑登快速通道行至城关镇西瓦店村附
近，一个陡坡直下，就是双洎河河堤。

“溱与洧，方焕焕兮。”这是一条从《诗
经》中流淌出的河流，一直是人们心中的

“美丽河”。
时隔近三个月，洪水曾肆虐的地方，

双洎河两岸仍一片狼藉。“俺村依山傍河，
正在建设美丽乡村，这一下冲得啥也没有
了。”此情此景，让 47岁的东瓦店村党总
支书记王海量唏嘘不已，“好在人在，就有
希望。”

这希望，来自风雨无阻的守护。
时间回溯到 7月 20日中午，新密，正

在降下一场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大雨
从 7月 18日开始，已经下了两天两夜，丝
毫没有停歇的意思。

当天，杨旭恒刚好调休，可是他一刻
也闲不住，一上午都忙着手头案件，带受
害人做司法鉴定，正午时分才回到所里。

“丁零——丁零——”，城关派出所的
值班电话一直响个不停，“俺村有人被困，
恁快来看看吧！”群众的求助不断，所里民
警辅警全都派出去参与救援了。

感到事态危急，杨旭恒赶紧找出雨
衣，随时准备出警。

突然，电话又响了：“东瓦店村5组村
民家中被淹，需要增援！”

挂了电话，杨旭恒和民警魏宏建急忙
驾驶警车前往。

东瓦店村位于双洎河的一道拐子弯，
地势低洼，东瓦店村5组处在西关河和双
洎河中间，情况更加危急。

抵达东瓦店村 5组时，杨旭恒看到，
平日里连河道底儿都盖不住的河水，如今
借了雨势，水位暴涨，滚滚洪水挟着黄沙，
撞击着两岸河坝，发出阵阵咆哮。

可有人不知凶险，依然站在河坝上拿
着手机拍“难得一见”的景象。

“快，拉起警戒线！”杨旭恒招呼同事
魏宏建，同时喊着让群众撤离。

此时，前期进村救援的同事陆续将
被困群众引导出来，杨旭恒和魏宏建负
责将群众接应到东瓦店村村部的临时安
置点。

（下转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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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旭恒（左一）脱险后，同事紧紧拉住他的手。⑨6 本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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