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回信问候勉励澳门退休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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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7 日电 在中国传统
节日重阳节来临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 10 月
6 日给澳门街坊总会颐骏中心长者义工组的
30 位老人回信,向他们表示亲切问候和勉励,
并祝全国的老人们健康长寿、生活幸福。
习近平在回信中表示,看到你们的来信,
我想起了十年前在澳门同大家见面的情景。
得知你们退休后热心公益事业、生活充实快
乐,我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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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全国的老人们致以重阳节的祝福

延津 优质小麦引领农业增效
平舆 志智双扶增强脱贫动力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见习记者刘亚
鑫 通讯员崔兴辉）
“去年补助的钱已经打
到俺卡上了，听村干部说今年涨到了 200
元，马上也要到账了。”近日，延津县榆林
乡榆林村种植优质强筋小麦的贫困户左
新红高兴地说，她家种植的 12 亩小麦，去
年光种植补贴就拿到了近 2000 元。
据了解，该县种植优质强筋小麦的
贫困户已有 2186 户，面积达 2.15 万亩。
贫困户种植优质强筋小麦较普通小麦一
亩能增收 200 多元，再加上种植补贴，每
亩可多收入四五百元。
“近几年，我们紧紧
依托优质小麦产业的发展优势，通过‘奖、
扶、节、带’四字诀，走出了一条依托优质
小麦产业带动脱贫的路子。”延津县委书
记靳新峰说。
“奖”
“扶”先行，提高种植积极性。首
先，对贫困户种植优质小麦的奖补金额逐
年提高，从 2016 年的每亩地 40 元增长到
今年的 200 元；其次，收购优质小麦时也
进行补贴，引导企业以高出市场价 0.1 元

的价格收购贫困户的优质小麦，贫困户每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李亚超）
亩可增收 110 元以上；此外，大力扶持新 “自从村里把这 15 亩藕塘包给俺，去年一
型农业主体，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流转贫 季莲藕就收入 2.5 万多元，一下子就甩掉
困户土地的，每年每亩奖励 300 元。
了压在俺头上多年的贫困帽。”近日，在平
科技支撑“节”成本。该县与省农科 舆县西洋店镇老湾村脱贫经验宣讲会上，
院、河南科技学院合作，成立“中国优质小 脱贫户冯川玉激动地说。
麦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并制定《优质小麦
老湾村地势低洼，毗邻汝河，十年九
标准化生产管理技术规程》，推行“六统 涝。2016 年，金沙湾农业综合开发有限
一”种植模式；同时组织农技人员下乡，对 公司流转了该村 3000 亩土地，对全村湿
贫困户开展“面对面”技术服务。通过技 地整体开发，大力发展莲藕种植业。为助
术的提高，2018 年，为贫困户节省种植投 力脱贫攻坚，该公司将 300 亩荷塘分包给
入和劳动力开支亩均约 200 元，全县共节 贫困户管理，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
省开支 400 余万元。
据了解，自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
产业链“带”贫有力。该县重点培育 平舆县充分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深入
龙头企业，并建立了“龙头企业+合作社+ 挖掘脱贫攻坚一线工作者、致富带头人的
基地+贫困户”的优质小麦产业带贫模 先进事迹，先后评选出 10 位扶贫标兵、11
式，逐渐形成了以优质小麦为“头雁”“
，面 位带富先锋、10 位致富模范以及 30 个文
粉—面条—面点—速冻食品”和“白酒— 明家庭，同时积极开展技术培训和金融扶
包装—印刷—物流”产业链为两翼的“雁 贫。志智双扶工作的开展，彻底扭转了贫
阵”发展布局，将贫困群众紧紧吸附在产 困户不想干、不敢干的“等靠要”思想。
业链上。
李芳庄农业种植合作社，流转土地

中宣部授予陈俊武
“时代楷模”
称号

3200 亩，建设温棚 300 座，产业带贫覆盖
周边 3 个行政村。2017 年，李芳庄村委依
托该合作社发动贫困户承包瓜棚。贫困户
董小网抓住这个脱贫致富的机会，通过接
受种植技术培训，从技术“小白”变成种植
能手，从管理 1 个棚发展到管理 3 个棚，农
忙时还要雇人干。2018 年，董小网家庭收
入达 4.3 万元，在董小网的带动下，在合作
社承包大棚的贫困户已达25户。
此外，该县出台政策鼓励贫困户通过
种植高效益经济作物和从事家庭养殖自
我发展，2018 年，累计拨付自我发展资金
3160 万元，推动贫困户实现从“要我脱
贫”到“我要脱贫”的转变。该县还出台了
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带贫优惠政策，为产业
脱贫奠定了坚实基础。
目前，该县已吸引 2.5 万人返乡创办
各类企业 3600 余家，提供就业岗位近 11
万个，带动贫困户 5000 余户，被评为全国
第二批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人员
试点县。

吃五福饺子 看精彩节目

沁阳老人温暖过重阳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牛耕）火
红的灯笼，五色的饺子，精心排练的文艺
节目，加上“福寿”大礼包……10 月 7 日，
沁阳市中心敬老院里，
“欢乐国庆、幸福重
阳”首届孝善敬老节热闹举行，200 多位
老人欢聚一堂，共度佳节。
舞台上，
“好媳妇”
“好婆婆”
“好女婿”
、
文明家庭、孝善敬老企业家等荣誉一一揭
晓，
舞台下，
沁阳市中心敬老院、
残疾人医养
中心的200多位老人围坐在10多个圆桌周
围，
喝着茶，
看着精彩的文艺演出。
文艺演出结束后，一盘盘热腾腾的饺
子端到了老人们的跟前。
“这可是卢书记
给大家包的五福饺子！”端盘子的义工向
大家介绍。原来在文艺演出前，沁阳市委
书记卢希望作为孝善敬老志愿者，看望了
中心敬老院的老人们，并和工作人员一起
为老人包饺子。
据了解，沁阳市首届孝善敬老节主会
场设在中心敬老院，分会场已于 9 月 29 日
在全市各乡镇及办事处陆续展开。重阳
节前后，该市共举办“百家宴”
“饺子宴”等
孝善敬老活动 230 余场，当地上万名老人
欢度重阳节。

习近平表示,作为新中国的同代人,你们见证
了国家几十年的沧桑巨变,亲历了“一国两
制”在澳门的成功实践。你们说为自己是中
国人感到由衷的骄傲,我相信这也是广大澳
门同胞的心声。希望你们坚持老有所为、继
续发光发热,多向澳门青年讲一讲回归前后
的故事,鼓励他们把爱国爱澳精神传承好,积
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携手把澳门建设
得更加美丽。

新华社北京 10 月 7 日电 在全国上 号,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国家
下隆重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中 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央宣传部 7 日在北京向全社会宣传发布
近一 段 时 间, 陈 俊 武 的 先 进 事 迹
陈俊武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 被中央媒体集中宣传报道后,在全社
称号。
会引起热烈反响。干部群众普遍认
陈俊武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石 为,陈俊武把个人理想融入党和国家
化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委顾问、中石化洛 事业,取得了非凡的技术成就,作出了
阳工程有限公司技术委员会名誉主任, 杰出的贡献,是我国石油化工技术的
是我国著名炼油工程技术专家、煤化工 杰出开拓者,是爱国奋斗奉献精神的
技术专家、催化裂化工程技术奠基人。 模范践行者。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
他心有大我、至诚报国,新中国成立之 要学习陈俊武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
初就投身到党和人民的事业,与共和国 弘扬科学报国光荣传统,发扬不懈创
同成长、共奋进,为新中国石化工业不 新的科学精神,秉持淡泊名利的品德
懈奋斗 70 年。他敢为人先、勇于登攀, 风范,主动扛起建设科技强国的使命
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 担当,建功立业新时代,以优异成绩庆
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作出开创性 祝新中国 70 华诞。
的贡献,进入耄耋之年,仍然奋战在科
“时代楷模”发布仪式现场宣读了
研一线。他淡泊名利、甘为人梯,为国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授予陈俊武同志
家培养一大批高水平石化专家,资助多 “时代楷模”称号的决定》,播放了反映陈
名贫困学生和优秀青年。荣获“全国优 俊武先进事迹的短片。发布单位有关
秀共产党员”
“全国劳动模范”
“全国五一 负责同志,陈俊武的亲属、同事、学生,及
劳动奖章”
“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称 社会各界代表等参加发布仪式。

2019 感动中原十大年度人物
等您来推荐
本报讯（记者张豪）近日，
“ 出彩河
南人”之 2019 感动中原十大年度人物
宣传推介活动正式启动。该活动由省
委宣传部指导，河南广播电视台和河南
日报报业集团主办，河南广播电视台都
市频道具体承办。
作为弘扬河南人精神的重要人文
品牌活动，从 2005 年开始，感动中原
十大年度人物宣传推介活动已经成功
举办了 14 届，推选出了张玉滚、王锋、
李芳、胡佩兰、陇海大院等 140 余位先
进典型人物和群体，充分展示了河南
人的良好形象和精神风貌，激发起亿
万中原儿女的奋斗激情，助力中原更
加出彩。

据悉，此次宣传推介活动从即日起
至 2020 年 2 月结束，活动推介条件和范
围与往年相同，按推荐、初评、公示投票、
终评、表彰、宣传推介六个阶段进行。
即日起，公众可登录大河网（www.
dahe.cn）、映象网（www.hnr.cn）、都市
频道微信公众号下载推荐表，并通过以
下 方 式 向 组 委 会 推 荐 ：拨 打“ 感 动 热
线”：0371-65887082；发送电子邮件：
gandongzhongyuan@163.com；邮 寄
信件：郑州市郑花路 18 号，河南广播电
视台都市频道“感动中原人物宣传推介
活动组委会办公室”收，邮编：450008。
推荐时间截止到 2019 年 11 月 15
日。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汝阳 重阳节 舞起来
10 月 7 日，
汝阳县健身气功协会在表演气舞《牡丹新歌》。当天，
汝阳县庆祝全国第七个老年节大会在刘伶文化广场举行，
21 个老
年人体育代表队现场表演了舞蹈、歌曲、戏曲、太极拳等节目，
欢度重阳节。 康红军 摄

因船而兴的刘集
□本报记者 巴富强 通讯员 谢辛凌 孙红磊 几个小木凳，支撑脸面，屋里都显得空落
落的。
在豫东南沈丘县周营镇，有一个“航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村里砖瓦房
运村”，名叫刘集村。村子依傍沙颍河，有 也少了，
基本都是二层楼房，
但路还是不行，
百年驶船的传统，全村 700 多户人家，常 全是土路，
一下雨泥泞不堪。现在好了，
水
年外出从事航运业的就有 160 余户。
泥路宽阔平坦，
道路两旁还栽植了绿化树，
9 月 26 日，记者顺着沙颍河大堤来到 出行方便多了。村里大部分村民都有汽车
这个小村子，刚到村口，
“绿树村边围，颍 了，
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
徐汝祥说。
水涤人心”的静谧景象跃然眼前。宽阔平
在徐汝祥看来，变化最大的还有教
坦的通村水泥路两旁绿树成荫，农家小院 育。
“在我的记忆里，
上个小学都要跑到离家
里的二层小洋楼错落有致，生动形象的文 六七里的一所学校，
村里很多人连小学也没
化墙乡味十足。整洁的文化广场上，老人 读完。如今，
学校拥有两栋高标准教学楼，
们正锻炼身体，临水而建的小村船厂里一 上学不仅不要钱，
还有免费营养午餐，
村里
片繁忙……这些新面貌，处处述说着新中 走出了很多大学生。
”
徐汝祥感慨道。
国成立 70 年来刘集村的发展。
“我们村依傍沙颍河，有着上百年的
“小时候村里很穷，大多数人住的都 驶船传统，村里的‘船老大’们都经历了
是土墙搭建的低矮老屋，即便老屋也都 从木制小船到小吨位水泥船再到大型钢
是家里老辈人传下来的。那时候最烦阴 驳智能船的三次变迁。”村党支部书记张
雨天，怕房子会塌。”80 岁的退休教师徐 继明说，现在全村常年从事航运产业的
汝祥介绍，从 1980 年以后，土墙老房子 村民有 160 多户，拥有 1500 吨级以上的
逐渐从村里消失了，家家都住上了砖木 钢驳货运船只多达 180 余艘，带动就业
结构的起脊瓦房。虽说住上了砖瓦房， 800 余人。其中，
“ 船老大”郭卫华拥有
但因为穷，家里连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没 两 艘 钢 驳 船 ，最 大 一 艘 货 运 载 重 量 达
有，条件好一点的人家也只有一个方桌， 8000 余吨。

因为从事水运时间长，经验丰富，郭
卫华被乡亲们称为“船老大”，跑航运的有
事都爱请教他。郭卫华跑航运已有 30 多
年，年收入 200 多万元，今年他以自己的
名字注册成立了一家航运合作社，吸引了
村里及周边 300 多名船民、180 多条船舶
加入，统一管理、统一划定运营航线、统一
配发货源等，把分散的船民拢在一起抱团
闯市场。
刘集村因水而生，因船而兴。记者来
到依傍沙颍河而建的周口市北航船舶修
造有限公司，这个造船厂拥有 100 多名工
人，其中有 40 余名是当地村民，还有一些
负责管理和后勤的女工，而技术人员大都

村庄

来自安徽太和县和河南淮滨县。“我们
这里的船都是按订单生产，造出的船可以
直接顺着沙颍河开进长江，一艘船能卖三
百多万元，一年能打造、拆解新旧船舶 80
余艘。”公司负责人李飞告诉记者。
“俺是这个厂的老工人了，一月能拿
到 6000 多元工资。现在政策好，厂子办
到家门口，上班不出村，不仅能接送孩子
上学，还能照顾老人，真的很好！”头戴红
色安全帽，正在忙着焊接船体的工人徐伟
显然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
抚今追昔，一代代刘集人凭着勤劳的
双手，
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致富路，
如今
的刘集村正沿着乡村振兴之路阔步前行。

70 年

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本报联系电话

总编室：0371-65795713 广告部：
0371-65796176

洛宁老党员讲述永不褪色的记忆
本报讯 （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赵
笑菊）“气势磅礴的阅兵式让人热血
沸腾……”10 月 1 日，坐在电视机前收
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大会及阅兵仪式的洛宁县 90 多岁的
老党员王中福激动地说。
王中福是洛宁县长水镇长水村人，
曾参加过淮海战役、
中南战役、
川北战役
等，在战斗中曾多次负伤，受到部队嘉
奖，
他也是洛宁县拍摄的《永不褪色的红
心》系列主题教育片中老党员之一。
洛宁是革命老区县，全县 18 个乡
镇中，17 个乡镇是老区乡镇，240 个村

是老区村，党龄超过 70 年的老党员有
11 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之际，该县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深入挖掘英雄事迹，选
择 7 位老党员拍摄了《永不褪色的红
心》系列主题教育片，通过老党员口述
历史，传承革命老区的红色精神。
“《永不褪色的红心》具有很好的
史料价值，也是我们传承红色革命精
神的具体实践。”洛宁县委书记张献宇
说，下一步，我们将组织全县广大党员
干部集中观看学习，宣传革命故事，弘
扬革命精神。

修武红色故事凝聚奋进力量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岳
静）
“没有什么艰险能动摇郭麦旺的决
心，没有哪一座高山能阻挡村民修路
的脚步。路，在一寸一寸延伸……”连
日来，修武县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深山里的老支书郭
麦旺 20 年如一日带领村民打通下山
路的故事被广泛宣讲，该县党员干部
经受了一场思想洗礼。
修武县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中，深入挖掘该县红色资
源、红色故事，丰富党员教育形式，积
极宣讲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典型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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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全县党员奋勇争先当先锋。为开
展好主题教育，该县依托宁城大讲堂，
邀请中央党校教授宋雄伟以《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为题，为全县党员干部
做了系统讲解。探索建立农村党支部
书记论坛，每半年支部书记通过讲经
验、谈体会、教方法的方式进行交流研
讨。建立套餐式支部主题党日活动模
式，针对农村、机关、企业、社会组织、
学校、医院等不同行业、不同领域党组
织特点，科学设置“13 类主题、18 项载
体”，推行多种组合式套餐，充分调动
了党员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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