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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留村西南有 3户地势低，污水

进不了管网，为了“一户不漏”，还要

专门为这 3 户建一个“大三格化粪

池”。

原来建在院子外的厕所不复存

在，路过相留村的人内急了怎么办？

建公厕。

相留村已经在村域交通要道处、

人员聚集处建成了三座高标准公厕，

和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公厕差不多，干

净而私密，只是里面没有装空调。

小浪底镇共铺设污水管网 72公

里，建污水处理站8座、“大三格化粪

池”13个，总投资 3200万元；不包括

城区，孟津现在已经完成污水管网铺

设1400公里，完成了185个村的污水

处理工程，概算投资7.36亿元。

如厕不知何时被含蓄地称作“上一

号”，而在孟津区，全面彻底改厕还真的

是洛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孟津区委

书记杨劭春亲自抓的“一号工程”。

孟津距离洛阳一步之遥，浩瀚的

小浪底水库、漫山遍野的植被、各具

特色的民居、四季不断的果蔬和“万

里黄河孟津蓝”的生态优势，注定了

当地的“轻奢”内涵。

如何把来孟津“耍”一圈就走，变

成来孟津“住一阵儿”甚至“住一辈

儿”，“厕所革命”既能改变本地居民

的生活方式，也能提高外来者的观光

质量，也是人居环境持续向好必由之

路、生态质量逐步提高的先决条件。

杨劭春分析说：“乡村振兴进程

中，市民下乡必将改变历史上农民进

城的单一城乡融合方式，乡村独有的

优质生态资源将对城市人流、物流、

资金流产生巨大的吸引，孟津区的厕

所革命，既是乡村治理的载体和手

段，也是乡村振兴的名片和伏笔。”

从这个层面理解，中国乡村的

“厕所革命”必将进行到底。

将“厕所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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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人家门口体验
“国际范儿大集”

□本报记者 张莹 通讯员 王向灵

“瞧，这就是当年支援刘邓大军强

渡沙河、搭建浮桥的一块门板，虽然门

板逐渐发黑腐烂，但它给我们的记忆是

永远深刻的……”8月3日，在沈丘县新

安集镇下溜村沙河渡口“刘邓大军过沙

河处”的石碑前，沈丘县委巡察办的党

员干部，正聆听 86岁的下溜村原党支

部书记陶俊芝讲述“一块门板”的故事。

沙河属长江水系淮河支流，位于河

南省东南部，以河床积沙多而得名，流

经沈丘县新安集镇下溜村。1947年 8

月17日，刘邓大军一路南下，准备向沈

丘沙河北岸开进。

为了保证刘邓大军顺利通过黄泛

区、渡过沙河，当地群众自发用门板、木

板搭建浮桥。面对上空连续轰炸的敌

机，军民连夜奋战，抢修被炸毁的浮桥、

抢运物资、抢救伤员。虽然有 18名群

众被炸死，多人受伤，但最终刘邓大军

顺利从下溜渡口渡过了沙河。

时光荏苒，70多年过去了，“刘邓

大军过沙河处”已成为革命圣地，“一块

门板”的故事激励了沈丘一代又一代

人，并成为激发乡村振兴的精气神。

2018年 8月，沈丘县通过“整村推

进、产业扶贫”等措施，成为河南省最早

脱贫摘帽的 4个县市之一。脱贫摘帽

不是终点，如今勤劳勇敢的沈丘人民正

致力于乡村振兴。

2012年 8月，在武汉服役 17年的

王国辉回到了家乡，“一块门板”的故事

坚定了他返乡带领乡亲们致富奔小康

的信心。

王国辉成立了沈丘森润种植有限

公司，流转土地315亩，建立了无公害

蔬菜大棚种植基地，先后带领300多人

脱贫致富。

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王

国辉“逆”流而上。大年三十，王国辉从

自己的蔬菜种植基地，采摘 5吨上海

青、黑皮冬瓜、香菜，送到了武汉火神山

医院工地。此后，他又两次到武汉，两

次到河北南宫，后被授予“全国优秀共

产党员”。

目前，王国辉新发展蔬菜大棚 12

座，日光大棚一座，冷库 1栋，带动 20

多名群众过上了“挣钱顾家两不误”的

惬意生活。

对于从小在沙河下溜渡口附近长

大的新安集镇镇长范留胜来说，“一块

门板”的故事更是深深地印记在了他心

灵深处。

在疫情防控的工作中，范留胜由于

血压骤升，突然晕倒疫情防控卡点，经

过抢救、检查、输液，苏醒过来的范留胜

很快又回到了疫情防控一线。

“疫情防控形势严峻，乡村振兴风

生水起，作为一名党员干部，人可以晕

倒，但初心不能晕倒。”范留胜说。

如今，刘邓大军过沙河下溜渡口

处，已成为红色打卡地，每年参观学习

者多达上万人次。在“一块门板”的激

励下，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和群众致力

于乡村振兴、疫情防控和文明建设，谱

写了一曲曲团结协作、忠于职守、无私

奉献的赞歌。

2019年，下溜村沙河渡口被列入

河南省重点工程——周口沙颍河航道

升级改造项目。来自中交二航局的建

设者，在“一块门板”前许下了“赓续红

色血脉，迸发奋斗精神”的铮铮誓言。

他们与疫情、高温、汛期过招，赶工期、

抓节点，昼夜兼程，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这是一片红色沃土，我们要凝聚

‘一块门板’的力量，力争早日打通沙颍

河水上交通大动脉，以实际行动献礼党

的二十大！”中交二航局沙颍河项目部

党支部书记殷旺明说。

本报讯（记者杨青）8月8日，第

六届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大会展览展

示活动在郑州E贸易博览交易中心

举办。作为全球跨境电商大会的重

要合作交流平台，本届展览展示活动

全面展示疫情下中国跨境电商创新

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新渠道，服务

跨境电商进出口与全球新消费，为河

南跨境电商产业链完善和对外贸易

提质增量增添新活力。

在 3.8 万平方米的展会现场，

跨境+医药、跨境+直播等跨境电

商新业态悉数亮相，韩国、俄罗斯、

伊朗等国家馆集中展示跨境电商

国际合作成果，跨境电商知名平

台、国际物流企业、跨境电商供货

商和服务商等 200 余家跨境电商

企业参展。

在展会入口处，韩国展区摆满了

韩国特色商品，通过韩国旅游线路、

旅游观光景区展示介绍韩国文化。

在国际精品展区，俄罗斯工艺品、奶

粉，越南的沉香箱包，巴基斯坦的服

装、壁画，伊朗的波斯地毯，“一带一

路”国家红酒以及西班牙火腿等摆满

展台，吸引了不少消费者。

本次全球跨境电商大会展览展

示活动将持续3天。

本报讯（记者杨青）8月 8日，由省

发改委、省商务厅、郑州市人民政府主

办，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

司承办的第六届全球跨境电商大会“全

球重要国际邮件枢纽口岸合作论坛”在

郑州市郑东新区电子商务大厦举行。

会上，郑州作为中国邮政逆向海淘

重要基地举行了启动仪式，这意味着郑

州建设全国重要国际邮政枢纽口岸的

能力持续提升、步伐不断加快。

逆向海淘究竟是怎么回事？河南

省邮政国际公司总经理秦绪波给出答

案：“逆向海淘主要是指海外人士通过

国内电商平台购买中国制造产品并通

过邮政国际物流渠道运往境外。随着

逆向海淘迅速兴起，尤其是越来越多的

海外华人、留学生也乐于通过逆向海淘

的方式，从国内电商平台直接下单，购

买心仪产品。”

目前，通过我省邮政渠道邮寄到国

外的逆向海淘包裹量日均已超过20吨，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由此授予郑州中国邮

政逆向海淘重要基地。未来，我省进出

口的跨境电商包裹将在寄递时限上速度

更快，清关、集疏等流程更优化，邮政服

务跨境电商企业的能力和水平得到有效

提升，这将给全球跨境电商发展和国际

贸易转型升级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中国邮政逆向海淘
重要基地落户郑州

2009 年，36 岁的孔留根从教师

岗位转到焦裕禄纪念园工作。2014

年，孔留根走上传播焦裕禄精神的岗

位。作为土生土长的兰考人，从小听

着焦裕禄事迹长大的他对焦裕禄精

神有着不一样的理解，在焦裕禄精神

宣讲和研究中做到了不忘初心、干在

实处。

7月 29日，在兰考县焦裕禄纪念

园管理处，笔者见到了焦裕禄纪念园

管理处办公室主任孔留根，衣着朴素

一脸憨厚的他给人一种平易近人的

感觉。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却和焦

裕禄精神宣讲结下不解之缘。10多

年来致力于焦裕禄精神的研究与宣

传，先后赴北京、天津、哈尔滨、哈密

等地做焦裕禄精神报告500多场。他

是河南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河南

省首批百姓宣讲员、“百年党史百姓

宣讲团”成员。

围绕建设焦裕禄精神研究高地、

宣传高地、传承高地，兰考县委成立

了焦裕禄精神与乡村振兴研究会。

身兼重任的孔留根为深入挖掘整理

焦裕禄事迹，带领团队一方面从旧报

纸、杂志和书籍中搜集、整理焦裕禄

故事，一方面深入兰考的乡村实地采

访焦裕禄事迹，同时，结合自己的挖

掘整理，他出版了《永葆初心：焦裕禄

故事》《焦裕禄精神传播记》两本书。

今年，他整合现有焦裕禄事迹书籍，

结合现存焦裕禄人事档案，着手编写

《焦裕禄年谱》，现已形成10余万字的

书稿，《讲给青少年的100个焦裕禄故

事》一书也即将在河南文艺出版社出

版。在围绕焦裕禄精神的形成、内

涵、价值开展深入研究中，他撰写近

万字的《焦裕禄精神的形成及其时代

价值》研究文章。他的宣讲报告《新

时代努力弘扬焦裕禄精神》被中宣部

评为“全国优秀理论宣讲报告”，《新

时代焦裕禄精神的价值和启示》被省

委宣传部评为“优秀理论宣讲报告”。

为让焦裕禄精神宣传有特色，该

县创新模式，以焦裕禄纪念园参观体

验学习与焦裕禄干部学院专题理论

学习相结合，并组建焦裕禄精神宣讲

团，到全国各地开展焦裕禄精神专题

宣讲。作为宣讲团成员的孔留根，积

极备课，从学方法、践作风、扬精神三

个方面大力宣讲焦裕禄精神。

他参与“焦裕禄精神进部委”到

国家发改委专题宣讲，为全国政协在

线上做焦裕禄精神专题宣讲，受省委

外办邀请在线上为外交部、驻欧洲各

国使馆做专题宣讲，受河南省委宣讲

团委派，到新疆哈密市深入机关、企

业、边防部队做专题宣讲。

“在焦裕禄纪念园工作期间我深

刻感受到，焦裕禄在有限的生命里将

对党和人民的感恩之心、忠诚之心、

信仰之心外化为对群众的亲劲、抓工

作的韧劲和干事业的拼劲，迸发出改

天换地的巨大能量，谱写了一曲感天

动地的生命赞歌。”孔留根说，焦裕禄

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快到了，在他的

心中，一座心碑永远矗立，永不磨

灭。 （李宇翔）

本报讯 8 月 7日，邓州市组织百

余名老人以跳红歌健身操的形式，迎

接全国“全民健身日”。

当天，130多名老人身着各色服

装，伴随着优美的乐曲旋律，队形排列

有序，动作整齐划一，以舒展大方、柔

和流畅的表演，构筑了一幅和谐壮观

的全民健身景象，同时也充分展现了

老年人健康、快乐、时尚的新风采、新

面貌。

老人们以“喜迎二十大欢

乐进万家”为主题，通过“唱支

山歌给党听”“映山红”“中华

民族一家亲”等红歌健身操的

展演，用熟练的舞姿表达对中

国共产党给人民带来幸福美

好生活的感恩之情。

（曹相飞杨清令）

本报讯（记者刘亚鑫 实习

生朱欣童）8月 6日~12日，第二

届中国·新乡体育文化旅游产业

交流大会暨户外嘉年华在新乡

市举办。

本次交流大会紧扣全民健

身、体教融合和体育产业领域，

新乡市将聚焦新时期城市构建

高质量体育生态圈，为构建更高

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体系、推动体育产

业高质量发展助力。

8 月 7 日 上

午，第二届中国·
新乡体育文化旅

游产业交流大会召开。“近年来，

新乡市发挥资源优势，通过加速

发展体育文旅新业态，拓展体育

文旅消费新空间，培育经济发展

新动能，促进体育产业提质增

效，实现文旅产业转型升级，更

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需要。”新乡市市长魏建平在

大会上表示。

据了解，“全民健步中国行”

中国健步走大赛（新乡·南太行

站）、2022 年中国广场舞大赛

（新乡站）、2022 年全国青少年

国防小勇士挑战赛（新乡站）启

动仪式同期举行。

“一块门板”铭初心

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
——纪念焦裕禄诞辰100周年

孔留根

13年宣讲焦裕禄精神500多场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蒋
晗 王家鑫 张伟）“区里请老师授课帮

我们厘清‘五星’支部创建思路，还发

了‘口袋书’方便随时学习研讨，党员

群众没事坐一块儿给村里提了不少

好建议。”7月 29日，在漯河市西城区

阴阳赵镇水坑赵村，村党支部书记赵

来广手里拿着一本创建“五星”支部

的指导手册，心里底气十足。

聚焦“怎么干”“干什么”，西城区

直部门组织村党组织书记开班培训、

31个村党组织书记利用主题党日集

中学习、872名网格员带着“口袋书”

“一封信”入户宣讲，不断提高活动知

晓度和辐射力。

发动党员群众集思广益想“五

星”支部创建“金点子”，邀请党政干

部、乡贤能人、行业专家等组建智囊

团开展“把脉问诊绘蓝图”活动，逐村

摸底、一星一策，将真知灼见纳入村

庄创建规划。

在西城区成立“五星”支部创建

“一办五专班”，结合《任务分解方案》

分领域细化具体举措45条，建立重点

任务分解台账，对照台账列举措，找

准政策解难题，实现全面提升。

建立“双联双包”机制，全区县级

干部“联镇联村”，帮助镇（街道）村科

学制定“五星”支部创建规划，解决创

建难题。18个区直部门“结对分包”，

结合职能开展农技指导、安全生产宣

讲、就业创业培训、龙头企业推介等

共建活动，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创建动

能。

漯河市西城区

一星一策创“星”路宽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王腾
飞王世超）“我用养兔子的粪便来做底

肥，施到果园和庄稼地里，果树和玉米

长势好，土壤也不会板结。”8月 6日，

宝丰县周庄镇余东村村民刘延召向村

民讲解着自己种养结合的致富秘诀。

刘延召今年47岁，不仅在当地流

转了 240多亩土地种植梨树、桃树和

粮食作物，还养殖了1000多只獭兔。

獭兔繁殖能力强，生长周期短，很

快，刘延召的獭兔养殖规模不断扩大，

销售也不是问题。

“兔粪发酵后，施到地里，不会对

环境造成污染，还省了不少买化肥的

钱。”刘延召说，“兔粪发酵池就建立在

梨园和养殖场之间，用兔子粪便种植

出来的水果和粮食价格高还抢手。”

在獭兔养殖过程中，刘延召没有

忘记自己的初心，他不仅免费为有养

殖意向的群众发放种兔、笼具，为他们

免费培训技术，还按照保护价格进行

回收，带动了周庄镇中和寨村许多困

难群众及周边200多户群众走上獭兔

养殖致富路。

“现在我买了烤炉，建了冷库，计

划做兔肉深加工产业，一旦技术成熟，

将继续扩大养殖规模。”刘延召说。

本报讯（记者张豪 通讯员张海
登）8月4日，在上蔡县百尺乡银恒种

植合作社，国网上蔡县供电公司百尺

服务站的工作人员正在仔细检查用

电设施。

“现在我们合作社的甜瓜正是成

熟产出时期，采摘下来的瓜果需要第

一时间放到冷库里，电力需求少不

了。你们真是给力，这么热的天还经

常为我们进行安全用电检查，真是太

感谢你们了。”银恒种植合作社的瓜农

向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感激地说道。

乡村振兴，电力先行。国网上蔡

县供电公司积极与上蔡县银恒种植

合作社联系，了解合作社产业发展规

划和用电需求，在建设初期就根据合

作社的特点量身定制供电方案，开通

业扩报装“绿色通道”，办理新装变压

器接入业务，让合作社电力十足。

在迎峰度夏的关键时期，百尺服

务站组织人员走进大棚，在近50℃的

高温高湿环境下帮助农户检查浇灌水

泵、电表、电线等用电设备，排除导线

老化、破损、受潮等安全隐患。同时，

组织焦裕禄共产党员服务队到基地开

展安全用电宣传，提升农户安全用电

意识，解决生产中的用电难题，为农户

增产增收提供坚强的电力保障和优质

的供电服务。

宝丰县刘延召“种养结合”双向生金

全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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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州
百名老人舞动新生活

新乡创新构建高质量体育生态圈

国网上蔡县供电公司

大棚生产“电力十足”

本报讯 8月 7日，2022年度河南

省农业良种联合攻关项目推进会在

郑州召开，本次会议主题为“高产多

抗宜机收玉米种质资源创制和新品

种选育与应用”。省委农办副主任、

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俊

忠出席会议并讲话。

王俊忠强调，今年是河南省农业

良种联合攻关项目的开局之年，要加

快工作进度，确保项目目标实现；要弘

扬发挥科学家和企业家精神，增强攻

坚克难、协同作战的责任意识，推动产

学研用深度融合；要精准推进良种联

合攻关，加强攻关项目一对一服务；要

以更宽广的胸怀、更务实的态度、更精

益求精的精神，培育大品种、做出大品

牌、做强大市场、培优大企业，在种业

创新发展上、在科企合作上发挥引领

作用，加快种业强省建设。

会议认为，实施河南省农业良种

联合攻关，就是坚持目标和问题导向，

瞄准农业良种培育的薄弱环节和核心

关键技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企业

为主体，集中优势力量，构建产学研推

深度融合的种业自主创新体系，加快

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突破性新品

种，努力提升种业企业核心竞争力，推

进我省由种业大省向种业强省迈进。

推进会上，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中国农业大学、河南农业大学、鹤壁

市农业科学院、河南永优种业有限公

司、河南省民兴种业有限公司六个项

目参加单位汇报了课题工作进展情

况。 （于涛）

加快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新品种
河南省农业良种联合攻关项目推进会召开

(上接第一版)

2021 年，红运来辣椒种植合作

社新建的8000平方米的大跨度智能

育苗大棚投入使用，目前育苗能力

72万盘1.3亿株，辐射带动种植面积

3万亩。

间作套种模式促增收

太康县作为农业大县，粮食作物

种植面积广泛。为了不和主粮争地，

项目组专家通过实地调研，示范推广

了以“小麦-朝天椒”为主的套种模

式。此外，根据当地种植习惯，项目

组还配套推广了“小麦-玉米-朝天

椒”和“小麦-朝天椒-西瓜-西蓝花”

等多种“粮-菜-果-椒”间作套种模

式，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在辣椒加工方面，项目组专家团

队配合太康县企业开发出干果类、肉

类、果蔬类三大品类 20多种辣椒酱

产品。“农科院辣椒专家团队给予太

康县辣椒产业全方位全产业链的技

术支持，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实

现了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项

目负责人张晓伟表示，太康辣椒产业

正在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必将实现

产业升级和腾飞。

院县共建助太康
辣椒产业高质量发展

8月8日，在位于洛宁县长水镇长水村的洛阳市正好铅笔有限公司，各种样式的铅笔摆在桌上供客户挑选。今年以来，该公司通
过进厂务工和在家包装等模式，带动当地及周边1000余名群众实现就业。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李峰 摄

▲8月8日，新蔡县9个体育组织和社会团体通过武
术、健身操、广场舞等形式，展示了新蔡人民良好的精神
风貌。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赵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