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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遗址博物馆建设项目主体封顶

2022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举办

跨南水北调总干渠管道桥圆满完成转体

“引热入安”有望11月整体投入运营

“民调工作室”架起警群“连心桥”

深夜跳河救人，河南“最美基层民警”张士江——

群众有难，我理当冲锋在前

□本报记者 谢建晓 李旭兵
本报通讯员 刘昱昊 李昌奇

“只要支部过硬了，党员带头了，干部
团结了，群众支持了，再难的工作都能搞
定，我们也才能和乡亲们一道，用双手把
村里建设得更亮堂！”9 月 8 日，在安阳县
瓦店乡东路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李科指着墙上挂着的“五星”支部创建
进度表，信心十足地说，目前，东路村集体
优势项目在特色种植上，按“一村一品”规
划，以及“五星”支部创建要求，大力发展
规模经营、特色种植，推进农产品精深加
工，到年底使集体经济收入将在原来基础
上翻一倍。

乡村要振兴，组织是保证。在“五星”支
部创建工作中，安阳县锚定打基础促规范、
补短板强弱项、抓亮点树品牌这一目标，高
标准谋划推进、高质量组织实施，全力推动
各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扎实做好规定动作，积极创新自选动
作。安阳县明确 2022年为规范化建设年、
2023年为优质化建设年、2024年为特色化
建设年，列出“任务单”、亮出“施工图”。组
建五大创建工作专班，县委组织部牵头抓
总，农业农村、政法、宣传等职能部门全力配
合，各司其职。同时，以“专班推进、台账管
理”模式加快基层党支部锻长板补短板，争
星评星创星。

走进高庄镇胡官屯村，记者看到，宽阔
的硬化路、图文并茂的文化墙、引人注目的

“景观花带”，绘就了一幅美丽乡村新画卷。
经过高标准打造，这个昔日落后村演绎了精
彩“蝶变”。在高庄镇党委书记王德勇看来，
变的不只是环境面貌，更是人的精神面貌。

“这半年多，干群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村
民们参与乡村振兴的热情被彻底点燃。”王
德勇说，镇里充分发挥乡村振兴专职书记参
谋助手作用，进而凝聚起抓党建促乡村振兴
的工作合力。

全县从知名乡贤和成功人士中，择优选
聘了312名乡村振兴专职书记（主任），有力带
动乡村建设、资金回流、项目回迁、产业发展、
集体增收、群众致富。同时，聚焦群众参与度
和满意度，总结推广了白璧“双绑”机制的数字
模式、高庄人居环境治理的乡贤效应，和北郭
移风易俗德孝文化工作经验，让群众感受到党

的政策的温度、党员为民服务的热情，更好地
把党的主张转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用“星”品牌引领“星”创建。安阳县聚
焦“一村一品”，增加村级组织自身“造血能
力”和党员群众推动发展的“内生动力”。紧
紧抓住“粮头食尾、农头工尾”，推动产业链、
价值链、供应链三链同构、集群协同，促进一
二三产融合发展。重点打造“安阳县小麦”

和“韩陵西红柿”具有鲜明区域特色产品品
牌。积极推广白璧西裴数字赋能的集体经
济模式，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
美。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深入推进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提升行动，持续加强“六清”“六乱”
集中整治、背街小巷治理、“一宅变四园”等
建设，加快推动一批重点村提档升级，不断
提升农村环境质量，激活乡村振兴“一池春

水”。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强则基层

强。”安阳县委书记邢振东说，下一步，该县
将持续在精准推进上“高标准”、狠抓落实上

“高强度”，进一步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
能，绘就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
富裕富足的新图景，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8

安阳县“五星”支部创建

激活乡村振兴“一池春水”
本报讯（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9月 9日记

者获悉，建设中的殷墟遗址博物馆传来好消息，随着建筑
顶部最后一部分混凝土浇筑完成，殷墟遗址博物馆建设
项目主体近日顺利封顶。

正在施工中的殷墟遗址博物馆，位于安阳市殷都区
洹河北岸，与殷墟宫殿宗庙区隔河相望。据了解，该项目
总投资 10.6 亿元，项目占地面积 262.5 亩，建筑面积 5.1
万平方米，建筑类别为特大型博物馆。项目建设内容包
括考古发掘史展厅、出土遗址厅、精细考古实验室、甲骨
文厅等。2021年，该项目被纳入国家“十四五”时期文化
保护传承利用工程项目储备库。项目建成后将全方位展
现三千年前辉煌灿烂的殷商文明，成为国际先进的文物
展示中心及中华文化国际交流传播平台、文化产业创新
平台和智慧化博物馆新平台。

据了解，项目外墙及屋面将选用富有文化底蕴与殷
墟特色的青铜饰面幕墙，颜色以青铜色为主基调，辅以土
色丰富建筑色彩。进入施工区域，只见博物馆主体造型
庄严周正，与附近古朴的殷墟遗址融为一体，建筑外围还
设计了大型草坡结构。

安阳市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将加快主体建设、陈展
论证、数字化展示等方案编制及实施，加大新建博物馆的
关联工程实施力度，努力将殷墟遗址博物馆打造成为研
究展示殷墟及甲骨文的国际交流传播平台和国家文化地
标。8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最近疫情防控形势严峻，我们织密疫
情防控网，3200名党员干部组成 80多支突
击队，严防死守。”9月 8日，滑县县委常委、
县委组织部部长陈海青说，越是关键时刻，
党员干部越要下沉一线，冲在前、当先锋、作
示范，同心协力守牢卡点、守住家门。

8 月底，滑县突遭新一轮疫情。连日
来，该县 6万余名党员干部或加入突击队，
或就地转志愿者，负责 80多个小区、130个
村（社区）卡点执勤和核酸采集等岗位。

鲜红的党旗不止飘扬在滑县。
当前，全国疫情呈现多点散发、多地频

发的态势。面对新一波疫情，安阳市广大党
员干部纷纷行动起来，闻令而动，用担当构
筑起疫情防控的红色堡垒。

9月 6日晚上 11时，安阳县人社局公共
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杨树彬接到紧急通知，
该县惠鑫隔离观察点重新启用，他担任副点
长，需要立刻选调10名干部于7日凌晨1时
前到该点开展筹备工作。

本来已经准备休息的杨树彬立刻行动起

来，边收拾行装边打电话召集单位同事，不到
12时就到达隔离点。次日凌晨1时，该隔离
点74名党员干部开始建立管理架构，包括1
名点长，两名副点长，下设安全保卫、后勤保
障、医疗消杀等8个工作小组，并明确分工。
随后，大家对该点清洁打扫、配备物品，经过
一夜忙碌，前期工作在凌晨6时前准备就绪。

次日下午 4时，首批 7名隔离观察人员
入住惠鑫隔离点，截至 8日早上 7时该点共
计接收290名隔离观察人员。

此轮疫情袭来，安阳按下“暂停键”。9
月7日下午4时起，安阳市城区及安阳县、汤
阴县全面加强社会面疫情防控，居民原则上
居家办公。当全城都处于“静默”状态时，全
市基层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冲
锋在前，用实际行动全力守护人民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

“我是党员，我先上！”“有困难，找党
员！”……面对疫情大考，广大基层党员主动
请战、迎难而上，在疫情防控斗争考验中比
能力、比作风、比贡献，让党员徽章在抗“疫”
一线熠熠生辉。

记者在安阳市区采访，处处可以看到令

人感动又振奋人心的场面——
8日早上6时许，安阳城区数百个“小喇

叭”同时响起：“请快速到采样点做核酸检
测！”全城3天3次大规模核酸检测，时间紧，
任务重。在社区核酸检测点，党员干部和社
区干部提前集合，搭帐篷、摆桌子，布置现
场，拿着喇叭动员。

“一边是干部忙碌的身影，一边是市民
有序排队做核酸检测的队伍，疫情当前，大
家齐心协力，共同抗疫。”安阳市城市管理局
数字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综合办公室副
主任周亚坤说。

早上天还未亮，安阳市档案馆人事教育
科科长撖玉就加入了中华路朝霞社区温馨
家园小区的核酸检测工作。她身着志愿服，
手拿大喇叭，在做好防疫宣传的同时，协助
做好“安馨办”扫码录入和现场秩序维护工
作，提醒人员做好一米间隔，确保秩序井
然。2个多小时的全员核酸检测任务刚刚
完毕，来不及休息和调整，她又迅速转入小
区门岗卡点执勤。

“这几天白天气温高，检测面大，值班的
党员干部耐心细致，非常辛苦！”温馨家园小

区居民点赞。
疫情防控指挥部、隔离人员转运专班、

核酸检测现场、小区卡口、隔离点……一时
间，安阳市党员干部全身心投入全市疫情防
控各项工作中，每一个人的肩上都扛负着沉
甸甸的责任与担当。

“组织部门连夜抽调市直单位 30余名
优秀年轻干部，分三组每组十人到市疫情防
控指挥部工作。”安阳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
人介绍，自9月7日下午该部下发《关于启动
机关事业单位干部下沉一线助力疫情防控
的紧急通知》后，短时间内已有近6000名党
员干部报名。

“安阳市坚持以快制快、分秒必争，誓用
最快行动、最硬手段、最实作风，全力以赴迅
速扑灭本轮疫情，坚决筑牢‘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严密防线。”安阳市委主要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该市还出台了《安阳市来（返）
安人员报备管理责任追究办法》，切实织密
织牢外防输入防线。在采访中，一名疫情防
控专家告诉记者，安阳干部群众正在与疫情
赛跑，豪情满满，一定会很快打赢这场突如
其来的疫情防控战。8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本报通讯员 齐凡

“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小事不小
看，小案不小办”……今年 5月中旬，安阳市公安局高新
分局商颂大街派出所在安阳市区率先成立了由专职民
警、群众调解员组成的民调工作室，全心全意解民忧纾民
困。

“史警官，俺家今天中午要包饺子，你一定得去啊，俺
是真心想谢谢你呀……”9月 6日，张大娘吃过早饭就来
到商颂大街派出所。今年 70岁的她原是高新区小定龙
村村民，因拆迁与村里人发生矛盾，一直未得到解决，
2021年还在高新分局治安巡防大队工作的史文希就开
始对双方进行调解，在他的努力下，双方矛盾终于在今年
8月份成功化解。如今，张大娘仍然经常到派出所来找
史文希拉家常。

邻里之间因养宠物、堆放杂物发生纠纷多年交恶，在
民警一个多星期的耐心调解下，吵了几年的邻居握手
言和；孩子之间因摩擦发生打架，民警在调解过程中，
充分考虑到孩子的心理，教育引导孩子正确处理与同
学间的矛盾纠纷、珍惜同窗情谊，两个孩子不仅冰释
前嫌，还在调解过程中增进了感情，主动相拥……类
似这样的事例，在商颂大街派出所民调室里还有很
多。

商颂大街派出所“民调工作室”已架起警群“连心
桥”。截至目前，已成功调解各类矛盾纠纷50余起，获群
众赠送锦旗4面。

“只要能走到老百姓的内心世界，说到老百姓的心坎
上，就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该派出所负责人表示。8

本报讯（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赵阿娜）9 月 11
日，由安阳市委网信办牵头举办的2022年国家网络安全
宣传周活动正式落下帷幕。

9月5日，安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政府党组成
员薛崇林，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保香，市
政协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韩力农以及相关单位主要
负责同志、互联网行业从业者代表、网络公益志愿者等
90余人参加该活动开幕式。

据悉，本届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
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为主题，在一周时间内，安阳陆
续举办了“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
日、个人信息保护日”六大主题日活动，及网络安全有
奖知识竞答、网络安全讲座等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活
动。

安阳市委网信办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举办一系列
相关活动，对当前网络安全面临的挑战、常见的网络诈骗
手法、如何甄别网络骗局、如何防止个人信息泄露、如何
防止“网络负能量”侵害青少年身心健康、数据共享安全
防护措施、涉及疫情的电话短信诈骗特点及应对策略等
多方内容进行讲解普及，着力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网络
安全意识和防护技能，为经济社会稳定和发展提供可靠
网络安全保障。8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赵阿娜
本报通讯员 吕志国

“每次在群众面临生命危险的紧要关
头，他都能挺身而出，舍弃自己的安危，换来
群众的平安，浑身透射着忠诚、奉献、担当的
精神和品质！”9月 7日上午，安阳市公安局
北关分局组织召开“向榜样学习、与先进同
行”座谈会，分局政治处副主任陈涛发言时
如是评价民警张士江。

8月24日夜，11时 30分，许多人都已进
入了香甜的梦乡。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骤
然响起，正值夜班的张士江接到一起警情，
一名年轻女孩在安阳河东漳涧段附近欲轻
生。张士江立即和同事驱车前往女孩所在

大概位置。
夏末秋初，安阳河畔遍布荒草，加上地

段太长，又是深夜，寻找一个人难度非常
大。几个小时过去了，张士江和队友分头寻
找，不断加快搜寻步伐。张士江一边拨打女
孩手机、一边往草堆深处找寻。25日凌晨 2
时 20分，身边草堆里突然传来“嗡嗡”震动
声，张士江仔细一看，正是女孩手机，赶忙举
着手电筒四处搜寻，忽然看到中华桥下某石
墩旁有团黑影闪了一下。“是她！”河水快将
女孩淹没了。来不及思索，张士江一个猛子
扎进冰凉的河水中，一番摸索，终于摸到了
女孩的衣服。鉴于女孩不配合，水性原本不
错的张士江被反复拖进水底，数次呛水。张
士江使出浑身力量，用力托着女孩的身体。

就在此时，消防救援人员和队友们也赶到了
现场，将近乎虚脱的张士江和跳河女孩救上
岸，女孩成功得救。

得知张士江因为救自己的女儿险些丢
掉性命，被救女孩的母亲感激不已，给他送
来锦旗，并直言是民警给了女儿第二次生
命。

在今年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
中，张士江每日忙碌在社区一线，化解矛盾，
稳控涉访，开展反诈宣传，先后抓获各类犯
罪嫌疑人 36人，打击涉赌窝点 2处，调解矛
盾纠纷260余起。他还创新思路，将反诈标
语制作在扇子、口罩、鼠标垫上，走进居民社
区，走进辖区校园，免费发放给群众和学生，
营造了浓厚的反诈氛围，使所负责社区的宣

传覆盖率达95%以上，社区诈骗案件发生率
降到历年最低。在“百日行动”第一阶段考
评中，张士江所在的曙光路派出所还获得全
市公安机关派出所序列第一名的佳绩。

为尽快熟悉社区警务工作，张士江曾多
次用脚板丈量辖区，摸索辖区治理方案。为
救助被洪水围困的群众，张士江和同事蹚着
水，往返于各个小区，先后帮助近百名群众
脱险。此外，疫情防控期间，他还经常奔赴
卡点执勤，和同事维护着辖区 14个核酸检
测点秩序。

近年来，因工作表现突出，张士江先后
荣获“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河南省优秀人
民警察”“河南最美基层民警”等多项荣誉称
号，并荣立个人二等功一次。8

安阳市党员干部冲在一线抗击疫情

闻令而动勇担当
本报讯（记者 李旭兵）9月 9日记者获悉，安阳市重

要民生工程——“引热入安”项目关键节点跨南水北调总
干渠管道桥转体近日顺利完成，这标志着“引热入安”向
具备全市供热能力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预计11月可实
现整体投入运营，项目投用后安阳市每年将减少标煤耗
量50.2万吨。

据悉，此次转体也为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明渠段
连续梁结构桥梁“第一转”。

“引热入安”长输供热管网项目是推动安阳市供热结
构调整、提高居民供热水平的一项重要民生工程，由安阳
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投资 10.65亿元建设，设计供热
面积3238万平方米。

该项目自 2021年 6月开工后，政企联动，共同克服
暴雨、疫情等不利因素，在有效工期不足 70天的时间里
实现了全线贯通，2021年如期为安阳百姓供热，创下了

“当年立项、当年开工、当年并网运行”的好成绩。
“去年虽已实现了全线贯通，但采用了部分临时措

施。今年以来，我们在地方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明
确时间节点，倒排工期，全面开展后续工程建设，以确保
如期优质供热。”项目有关负责人说，项目投入运营后，安
阳市每年将减少标煤耗量50.2万吨，意味着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量137.53万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1043.67吨、
减少氮氧化合物排放量933.65吨。8

▲在“五星”支部创建工作的带动下，安阳县白璧镇西裴村逐步打造成集近郊休闲、
民宿餐饮、农耕文化体验等为一体的仰韶文化遗址类特色小镇，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
卡。8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赵阿娜 摄

▶为带动乡村产业发展，安阳县白璧镇西裴村通过土地流转建起采摘园，种植各种
水果和蔬菜。图为当地村民正在草莓大棚中劳作。8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赵阿
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