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樊霞 成利军

“来吧，家人们，呼吸一下山里的新鲜
空气，走走这康养步道。”11月 25日早上
6点多，济源示范区承留镇花石村党支部
书记周全喜准时举着手机直播走路，这条
村里新建成的 3.5公里康养步道，已随着
老周的“直播带景”走红。

“我每天开播三场，早上走步道，中午
说乡村大食堂，晚上介绍村容村貌。我为
俺村代言。”老周快言快语。

花石村在当地颇有名气，既是全国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又是“全国乡
村治理示范村”“全国生态文化村”“全国

乡村旅游重点村”。近年来，花石村大力
发展乡村旅游，建成了梅花园、水上乐园、
滑雪场、灯光秀等旅游项目，今年又新添
了康养步道、愚公渠漂流、老式蛋糕房吸
引游客，实现了四季有风景、乡村有产业、
农民有钱挣。

将近中午，乡村大食堂第一锅大馒头
出炉。“现蒸的手工馍、菜糕，还有红薯、山
野菜杂面条、柿子馍，来晚就吃不上啦！”
64岁的赵保荣边指挥几名妇女抬笼屉边

说。
“人见人爱、百吃不厌的杂面条一大

碗只收 2 块钱。还有手工馒头，特别筋
道。这是我们现场炒制的辣椒酱，可以免
费品尝……”坐在村口马路牙子上，开完
村“两委”班子例会、处理完工作的周全喜
又把手机镜头对准了乡村大食堂，旁边吃
着热馒头蘸辣酱的游客成了“直播群演”。

“一锅杂面条能卖 350 碗，大蒸馍
500多个，菜糕和柿子馍分别能卖出 200

多个……”周全喜算算账，“每天营业额四
五千元呢！”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发展乡村特色
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这更增强
了我们围绕‘农’字开拓创收渠道的信
心。”周全喜说，发展不是等靠要来的，必
须主动创新转型。

“我们计划再建一个大食堂，还要发
展预制菜，让游客来村里游玩还能找到家
乡的味道。另外，康养步道成了网红路，
滑雪场、漂流彩船等项目也在积极筹备，
很快就能对外开放。”老周说，他们还打算
对集体项目进行股份制改革，“人人有股
份、有事干，才能激发内生动力。”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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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强国热词连连看

本报讯（记者 徐东坡 孟
向东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曾倩）12月 2日，记者从省司法
厅获悉，第四批全国法治宣传
教育基地名单公布，41个单位
入选，其中，我省的河南南水北
调法治文化带、“四议两公开”
工作法展馆上榜。

“八五”普法以来，河南在
730多公里的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河南段高标准建设纵贯 8个
省辖市的普法工程“河南南水
北调法治文化带”，目前各地规
划建设、升级改造法治文化阵
地 143 个，选出精品普法阵地
35个，普法文化集群2个，开展

各类普法宣传1300余场。
“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展馆

位于邓州市城乡统筹发展实验
区党建馆，2019年 11月建成并
投入运行，由“四议两公开”工作
法大讲堂、重温入党誓词宣誓
厅、新时代精神文明实践中心、

“四议两公开”工作法主展区四
个部分组成。展馆运行以来，已
接待省内外来访人员3.2万余人
次。

截至目前，我省已有 4 个
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基地，另外2
个为“河南黄河法治文化带”和
新县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
馆。③5

□本报记者 刘婵

干部成长一靠个人努力，二靠组织培
养。“选好苗”只是第一步，后期“育好苗”

“用好苗”更关键。一年来，全省各地坚决
贯彻省委要求，聚焦严管厚爱，健全培养体
系，让“墩苗育苗”干部在基层实践中经风
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进一步加大实
践锻炼力度、优化干部成长路径。

“松土施肥”强化实践磨炼

荥阳市汜水镇九年一贯制学校新建项
目如期竣工，看着孩子们背着书包欢快入
学，荥阳市副市长付赟打心底里高兴。

作为“墩苗育苗”干部到荥阳任职后，付
赟立刻投入到灾后重建工作，“年轻就得有
点不怕困难的锐气，不能前怕狼后怕虎”。

郑州市坚持把急难险重岗位、基层一线
和中心工作、重大任务作为培养“墩苗育苗”
干部重要平台，让他们在疫情防控、灾后重
建和特大城市治理的实践中挑起重任。启
动实施百名优秀年轻干部到先进城市跟班
学习活动，把“墩苗育苗”干部纳入其中，连
同首批12名干部一道赴成都跟班学习乡村
振兴、应急管理和文旅文创融合先进经验。

鹤壁市组织“墩苗育苗”交流任职干部
开展现场交流观摩活动，围绕“五星”支部创
建、人居环境整治、招商引资等重点工作开
展现场研讨。洛阳市举办“墩苗育苗”干部
素质能力提升培训班，进一步提高年轻干部
的理论知识、党性修养和领导能力。

“精准滴灌”加强关心关爱

“‘墩苗’干部普遍很年轻，家不在本
地，市里帮助我们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让
我们安心、安身、安业。”汝南县副县长、老
君庙镇党委书记张高峰说。这源于驻马店
市“墩苗育苗”干部定期遍访制度。市委组
织部通过定期遍访这些年轻干部，了解他
们的工作实绩、成长困惑，帮助解决遇到的
问题难题，理清发展思路，提升工作实效。

新乡、洛阳、平顶山等地实施导师帮带
制度，让“墩苗育苗”干部成长有人帮、发展
有方向。“县委书记是指导员，帮助提升政治意识和大局观念；一名
担任过乡镇党政正职的县级干部是辅导员，指导传授实践经验；一
名优秀村党支部书记是信息员，及时反映基层干部群众所思所想
所盼所忧。”汝州市委副书记、陵头镇党委书记韩玉科在三名导师

“多对一”的精准帮带下，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
新野县委组织部教育引导全县年轻干部到基层去、到一线去、

到艰苦环境中去。去年以来，在“墩苗育苗”计划的示范带动下，全
县共有 24名年轻干部通过兼职、挂职、任职等形式到基层一线接
受“墩苗”锻炼。

“修枝剪叶”从严监督管理

近日，开封市龙亭区午朝门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王
全收到了一本以案促改警示教育读本。开封市纪委监委定期举行
廉政谈话会，通过观看警示教育片等形式，教育引导年轻干部拒腐
蚀、永不沾。

王全表示，像他这样的年轻干部，经常要接受民主评议、干部考
察、征求意见……“已经养成了在监督下工作和生活的习惯和自
觉。”在搭建干事创业舞台的同时，各地注重从严管理“墩苗育苗”干
部，完善“选、育、管、评、用”闭环跟踪机制，确保“廉洁弦”时刻紧绷。

濮阳市建立“墩苗育苗”干部工作纪实制度，动态掌握工作情
况。建立平时考核档案，每季度填报《工作纪实表》。建立“墩苗育
苗”干部免责清单，激励主动担当作为，对干部因经验不足出现的
失误给予容错试错纠错的空间。

许昌市根据干部素养、专业特长及时进行岗位调整，先后有7
名同志到新岗位接受锻炼。焦作市将“墩苗育苗”干部全部纳入全
市优秀年轻干部信息库，让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苗苗”有更
多机会、有更大舞台。③9

本报讯（记者 陈辉）记者
近日从省工信厅获悉，工信部
日前公布了 2022 年度国家小
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
名单，我省有6家基地上榜。

这6家基地分别是洛阳理工
学院大学科技园有限公司的洛
阳理工学院大学科技园、河南红
街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的永恒
红街创业大街、郑州亿达科技新

城发展有限公司的亿达（郑州）
科技园、洛阳卓阳耀滨科技企业
孵化器有限公司的卓阳科技园
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基地、河
南郑航创业孵化器有限公司的
郑航孵化器、许昌数智科技孵化
器有限公司的许昌市智慧信息
产业园。截至目前，我省累计有
23家基地被认定为国家小型微
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③6

□本报记者 黄晖 李悦

“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
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
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党的二十大
报告为体育强国建设擘画出蓝图。

去年 10月，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
建设体育河南，今年我省出台《加快建设
体育河南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
案》），河南体育发展步入新阶段。

“从人民健康、国家形象、国家竞争力
等精神内涵，到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全局性
地位，再到具体目标和工作部署，体育河
南与体育强国高度统一，体育河南就是体
育强国在我省的贯彻落实和生动实践。”
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万旭说。

多管齐下 健康中原“动起来”

健身场所便利充足，是吸引更多人
“动起来”的重要条件。

数据显示，2021年年底，我省人均体
育场地面积 2.35平方米，目前 17个省辖
市和济源示范区城区，全部建成或在建

“两场三馆”，城市社区建成“15分钟健身
圈”。不少地方还充分利用城区“金边银
角”及河流、湖泊周边建起了体育公园，深
受群众欢迎。

信阳光山徒步运动协会发起人、54

岁的周梓维健走锻炼 14年，对当地官渡
河两岸新建的步行骑行综合道感受颇深：

“过去走大街小巷，体验不好，现在的沿河
步道安全、卫生，环境和空气都很好。”

健身场馆设施多了，赛事开展更加广
泛，健身指导应势而增，进一步带动了公众
参与健身的热情。到2021年年底，有29.2
万名社会体育指导员常年活跃在全省近
4.5万个健身站点，为群众带去科学的健身
理念和方法，城乡居民经常参加体育锻炼
的人数达到3505.4万人，人口占比36.5%。

根据《实施方案》，到2025年，我省人
均体育场地面积要达到 2.6平方米，经常
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38.5%。省
体育局群众体育处负责人表示，为实现目
标，着力点集中在四个方面：继续在场地
设施建设方面补短板；开展多样化赛事活
动，让更多群众参与其中；将社会体育指
导和社区医疗结合，进一步普及科学健身
知识；鼓励社会力量办赛，满足全民健身
多样化需求。

让儿童青少年“跑起来”

“农村学校条件有限，体育器材严重

缺乏，通过捐赠，我们有了体育器材和设
施，在成长的重要阶段有机会培养孩子们
参与体育、热爱运动，意义重大。”商丘市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张阁镇沈集小学校长
祝添银说。这场捐赠是今年河南省“奔跑
吧·少年”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启动
仪式的一部分。

“省体育局联合省教育厅、团省委共
同举办‘奔跑吧·少年’儿童青少年主题健
身活动，目的是在全省因地制宜组织开展
丰富多彩的主题健身活动，带动和影响更
多的孩子参加锻炼，今年的目标是 50万
人。”省体育局青少年体育处负责人说，当
前青少年体育工作主要围绕深化体教融
合和加强后备人才培养两大主要任务展
开。

据了解，随着“双减”政策实施和体
教融合扎实推进，全省体育部门正积极
整合场地、师资等资源，服务学校体育，
组织河南体育冠军走进校园教授专业
知识的“冠军进校园”系列活动深受欢
迎。

“《实施方案》提出帮助学生较好掌握
1至 2项运动技能，这方面我们可是专业
的。”一位走进校园的运动员说。

拼搏赛场大写“出彩河南人”

体育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实力的
重要体现，“增光添彩”也因此成为体育重
要的综合功能和价值之一。

在 2020年东京奥运会上，河南运动
员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增添两金一银，创造
了我省参加近四届奥运会最好成绩。
2022年，中国女足夺得亚洲杯冠军，队长
王珊珊、球员娄佳惠展示了“河南金花”的
风采……拼搏出彩的河南体育健儿也成
为中原大地的励志榜样——在2020年东
京奥运会、残奥会上勇创佳绩为国争光的
河南籍运动员被授予“出彩河南人”2021
感动中原年度集体奖。

截至 11月 16日，我省体育健儿今年
已在世界比赛中获得6枚金牌、7枚银牌、
4枚铜牌。

《实施方案》提出了到2025年我省竞
技体育综合实力不断增强，打造具有河南
特色的优势项目群等目标。

省体育局竞技体育处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的努力方向，是要围绕“奥运争光”和

“全运夺金”目标，优化竞技体育发展布
局，形成并巩固自行车、水上、武术、重竞
技等优势项目群，提高核心竞争力，并且
借鉴成功项目经验，寻求我省竞技体育的

“新增长点”。③5

让更多人“动起来”让孩子们“跑起来”
——从体育强国看体育河南建设

我省新增6家国家小微企业
创业创新示范基地

河南又添两个全国法治
宣传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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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周全喜，我给俺村代言”

记者手记

全力以赴奔富路

□本报记者 樊霞 成利军

济源承留镇花石村有“几多”：项目

多、游客多、收入多、笑声多。

以前的花石村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

小山村，现在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网红

村。

许多村民说，村里的变化与村党支部

书记周全喜的带领分不开。周全喜说，不

是他个人有多能，而是作为村党支部书

记，任何时候都要善于思考，坚定地跟党

走，跟上发展的脚步。

“一个党支部就是一座战斗堡垒，一

个富有改革创新精神的带头人很关键。”

济源示范区党工委组织部副部长卢向阳

说，近年来济源实施“党群连心”工程、“头

雁工程”，深化“党建强基”三年行动、开展

“五星”支部创建，目的都在于建强基层党

组织。优秀的党支部书记和战斗力强的

党支部所带领的乡村发展都比较迅速。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也是村

级集体经济发展的底气。花石村老人免

费体检、入住幸福院，靠的就是集体经济

的实力。今年以来，济源开展了两次村级

集体经济项目擂台赛，赛谋划、赛项目、比

创新。截至 2021 年年底，济源有 66 个村

集体经济年收入超过 100 万元。大河有

水小河满，集体经济壮大了，农民收入和

各项社会保障福利也随之改善。

采访中，承留镇党委副书记王二永笑

着说，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镇里开展

强村带弱村活动，请周全喜讲课传授心

得，把发展产业的思路和经验分享出来。

“欢迎大家来参观。村里第二条康养

步道建成后，也将带动附近两个村的摄影

基地和鲜花基地成为打卡点，大家一起奔

富路。”老周爽快地说。③9

12月 4日，武陟县大虹桥乡黄河龙泽园工作人员正在采挖莲藕。近年来，当地不断推进乡村生态产业发展，逐步形成了以荷花观赏、莲藕种植、莲子采摘和藕粉深加工为主
的特色产业，有效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⑨3 王琳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