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层动态
邮箱：jrabgg@163.com
电话：0371-65978789

焦作市马村区国税局
积极开展法治税务示范基地建设

本报讯 今年以来，焦作市马村区国
税局深入贯彻国务院依法行政纲要，严格
落实各项税收政策，规范执法行为，全面
开展法治税务示范基地创建工作。该局
制订了法治税务示范基地创建工作实施
方案，成立由一把手任组长的创建工作领
导小组，制定目标、全力实施，确保建设工
作有序推进，组织召开各位局领导和中层
以上干部参加的专题会议，明确工作任务、
完成时限、创建标准及责任人，形成上下联
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切实做到工作有
方案，落实有计划，建设取成效。在创建过
程中，该局借鉴兄弟单位的创建经验，加强
过程控制，收集整理纸质资料文书、电子报
表等信息，同时，主动征求纳税人对国税工
作的意见建议，不断提升法治税务示范基
地的建设水平。 （张尧张馨匀）

商丘市睢阳区检察院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本报讯 6月29日上午9时，河南省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在郑州隆重
召开，商丘市睢阳区检察院组织全体党员
干警在六楼会议室全程收看了实况转播。
大会对我省近年来在各项工作中取得优异
成绩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
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向50年以上党
龄党员代表颁发“中原先锋”七一纪念章。
省委书记谢伏瞻要求我省各级党组织和广
大党员，要以纪念建党95周年为契机，牢固
树立和自觉践行“四个意识”，大力弘扬党
的优良传统。要当好“坚强前哨”和“巩固
后院”，扎实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紧
扣“学”这个基础，聚焦“做”这个关键。把

“五个坚持”要求贯穿工作各个方面，全面加
强党的建设，带领全省人民率先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大家在收听收看后认为，作为一名
党员，确实感到自己重任在肩。大家纷纷表
示，要以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为榜
样，忠实履职，勇于担当，扎实工作，充分发
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更加昂扬向
上的精神风貌，为推动睢阳检察工作创新发
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王韶春）

召开违规从事营利性活动
专项治理活动动员暨约谈会

本报讯 近日，襄城县地税局组织召
开对税务人员违规从事营利性活动专项
治理活动动员暨约谈会，会议确定重点治
理六类行为，并要求做到认真组织，突出
重点，抓好监督，建立长效，严格按照自查
从宽、被查从严的原则处理，认真做好自
查和排查，确保活动取得实效。这标志着
该局为期两个月的治理活动正式启动。

（武新路）

上蔡县检察院
举办庆“七一”专题党课

本报讯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
年，把“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引向深入，6月
28日，上蔡县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孟
卫民为全体党员干警上了一堂“两学一
做”专题党课，进一步加深了全体党员干
警对“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的理解和
掌握。在党课上，孟卫民带领大家共同学
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之关于
全面从严治党。从“坚定理想信念，严守
纪律底线，锤炼个人修养”三个方面，就如
何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作了详尽、生动的阐述。 孟卫民强调，
该院党员干警要把党章党规作为“检容
镜”，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到慎权、慎
微、慎欲、慎友，自觉抵制诱惑，遏制欲望，
做一名纪律严明、作风过硬的检察官。最
后，孟卫民提出，党员干部要从道德、制
度、纪律三个方面持续用力，不断锤炼个
人综合修养，把“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落到
实处，努力争做一名勤于修身、严于修身
的检察官。要以干事创业的责任感，以奋
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坚定信心，努力工作，
推动上蔡检察工作再上新台阶。（何京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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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领导河南人民支持北伐始末（下）

信阳市地方史志办公室原主
任李吉光说：“‘柳林事变’虽平
息，但对信阳农民运动造成重大
影响。反动派在乡间掀起的‘打
党’风潮此起彼伏，革命形势急剧
逆转。”为拯救这一危局，捍卫北
伐后方，党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
施。中央立即调一批干部来信
阳，汪涤源、常培力分别任党、团
县委书记。县委、县党部主要负
责人到乡间进一步宣传党的政
策，做红枪会的争取工作。

“与此同时，我党还在县城
（即现信阳市浉河区）开办了农民
自卫军训练所，培养和训练农民
武装骨干，以发展、巩固和捍卫北伐
后方，壮大革命武装力量。”李吉光说，

“党组织一方面同反动势力展开殊死
斗争，巩固和捍卫北伐后方；另一方
面，积极动员和组织民众，大力支持
北伐战争，取得了成效。”经过党和革
命群众的积极奋斗，争取了一个短期
的安定局面，使国民革命军对奉军
作战无后顾之忧。

驻马店市委党史研究室副处
级调研员李铁军告诉记者：“1926
年，中共驻马店特支成立前后，驻
马店各级党团组织一直在围绕迎
接北伐军入豫努力开展各项工作，
如发展党员，建立组织；争取红枪
会，建立农民协会；广泛发动群众，
开展农民运动；分化瓦解吴佩孚军
阀部队，阻止奉军南下等。

1926 年 10 月，北伐军占领武
汉及鄂北地区后，中共党组织为
迎接国民革命军入豫，指派共产
党员和共青团员张家铎、马尚德、
张耀昶、刘建昭等先后到确山和
驻马店镇，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
组织，深入周围乡村，联系红枪
会，宣传发动农民，建立农民协
会，准备迎接北伐。

“1927 年 4 月 4 日，为了迎接
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入豫作
战，中共驻马店特别支部、中共确
山县支部和确山农民协会领导确
山人民，在汝南、遂平等县农民协
会的支援和配合下，举行了震惊
中外的‘确山暴动’，极大地支援
了北伐军进军河南的军事行动。”
确山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罗平均
告诉记者。

4月 15日以后，北伐军先头部
队相继到达确山、驻马店以北布
防，确山县已成为北伐军前进和
物资供应的重要基地。同时，北
伐军的到来震慑了确山及周围地
区的反动势力，中共驻马店特支
和确山党组织借此机会迅速巩固
发展确山县。4月19日，中共中央
代表于树德率领的武汉国民政府
慰劳河南军民代表团，中共中央候
补委员袁达时率领的国民党中央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宣传列车和原
中共豫陕区委委员、中共豫区委军
委书记胡伦率领的北伐军总政治
部前线工作组到达确山，受到确山
县各界民众的热烈欢迎。

确山县临时治安委员会动员
群众全力支援北伐。农工政府组
织群众迎接北伐军来到确山，欢
送他们开往前线。上蔡、西平战
役期间，农工政府深入发动群众，
组织领导向导队、侦察队、运输
队、担架队，动员人力、物力，大力
支援北伐军作战，积极为北伐军
运送军用物资、救护慰劳伤病员，
努力做好各项拥军工作。

“在确山暴动胜利之后，中共驻马店
特支领导、组织各县党组织积极开展对
北伐军的迎接和支援工作。”李铁军说，

“1927年 4月 22日，北伐军先头部队国民
革命军第四军即唐生智部的部分师团进
驻驻马店。”

为北伐战争需要，驻马店镇郊区数百名群
众积极参加了修建段庄北简易飞机场，建成之
后，5月 15日，北伐军武汉飞机大队即飞抵驻
马店机场。在上蔡东、西洪桥战斗中，北伐军
有所伤亡，一时卫生队人少救护不周，当地农
民组织数百人，参加救护伤员，他们自带绳索、
扁担、木架床或手推车把伤员运送到战地医
院。对于阵亡将士，群众自发将其掩埋。北伐
军在西平、漯河一带与奉军作战时，当地铁路
工人组成铁道大队，抢修被奉军炸毁的铁路，
有力支援了北伐军的作战，使北伐军迅速攻占
汝南、遂平、西平、上蔡等地。

“上蔡战役的胜利加快了第二次北伐的
胜利进程，在北伐战争的历史上写下光辉的
一页。”李铁军说，“西平战役与上蔡战役同时
打响。西平战役历时4天，毙伤敌人数千，缴获
枪械辎重数不胜数。这时，北伐军已经冲破奉
军在沙河以南的防线，压迫奉军于沙河以北的

漯河、许昌之间，为北伐革命军在中原地区彻
底打垮北洋军阀、摧毁北洋政府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1927年5月，北伐军在取得西平、上蔡战役
胜利后，继续北进，又先后攻占商水、漯河、周口、
邓城、逍遥镇、郾城等地，进逼战略要地临颍。”
漯河市史志档案局党史科科长杨新红告诉记
者，“临颍是许昌的屏障，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5月 28日，北伐军与奉系军阀在临颍县展
开了一场激战，广大人民群众纷纷支援北伐军。
攻占临颍县县城的战斗从上午8时打响，到下午
4时击溃了奉系军阀主力，攻下临颍县县城。
“临颍战役，是北伐军自广州出师以来打得

最激烈、最艰苦、伤亡最多的一次战役。北伐
军以伤亡3500余人的重大代价，击溃奉军主力
六七万人，为北伐军取得击败奉军、攻占河南的
胜利奠定了基础。”杨新红说，“在这场战役中，
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六师第七十七团团
长兼党代表的共产党员蒋先云壮烈牺牲。”

“1927年6月1日，北伐军进逼开封，激战一
日，盘踞在古城的奉军仓皇弃城逃窜。次日，
贺龙率国民革命军独立 15师进入开封。”开封
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詹明燕告诉记者，“同时，
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所部占领了郑州。北伐
军胜利会师，奉系军阀势力被驱逐出河南。”

贺龙严于治军、爱护百姓是早就闻名，国
民革命军独立 15 师实际上是共产党掌握、领
导的一支武装。改编为二十军后，成为南昌起
义的骨干力量之一。战士中有许多人是曾参
加过农民运动的积极分子。贺龙此时虽然还
没有加入共产党，但他的革命事迹，深受战士
们的敬仰。加上由著名共产党员周逸群担任
政治部主任，这样的军队，受到开封人民的热
烈欢迎和爱戴，是理所当然的。

为了褒扬独立 15师在北伐作战中所建树
的功勋，6月 9日下午 1时，在开封西门公共体
育场（今开封 24中学附近）举行慰劳大会。专
程由武汉赶来的湖北各界慰劳前线将士代表

团，携带大批慰问品，亲自分发给全体官兵。开
封百姓自发前往助兴，军民代表相继登台演说，
情绪十分热烈。
“难能可贵的是，贺龙在国民党右派‘清党反

共’的叫嚣中，表示要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
开封市委党史研究室一科科长张雪治介绍。
在开封古城，贺龙斩钉截铁地给政治部主任周
逸群说：“我贺龙是从枪杆子里爬出来的，是个
直筒筒。我觉得还是共产党的理论好！我坚
决执行共产党的决定和政策，服从共产党的
领导。所有派到我这个部队的共产党员，不
要离开，继续做政治工作。”贺龙正是怀着这
种崇高的信念，率军离开河南，于 6月 26日抵
达汉口。7月，汪精卫的反共面目彻底暴露。8
月 1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贺龙参加领导了
震撼世界的南昌起义。9月初，他经周逸群、谭
平山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成长为杰出的
无产阶级军事家。

（图片由三门峡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许昌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马木旺告诉记
者：“在中共豫区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下，中共许
昌县地方执行委员会为了迎接北伐军做了大
量的工作。”

中共许昌县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肜德忱
和共产党员丁绍洛，一起到许昌县县城西北河
街村庙会戏台上作演讲，发动群众支援北伐
军。在北伐胜利进军的过程中，在许昌党组织
的领导下，农民协会会员迅速增加，农民运动蓬
勃发展。他们还举办国民党党义讲习班，由共
产党员、省立许昌第十四中学教师吴干卿负责，
讲习班主要宣讲国民革命军北伐的目的和意
义，培养革命骨干，为北伐军做好食宿安排等。

5月 29日，北伐军到达许昌。中共许昌县
委立即召开了数千人参加的欢迎大会。5月31
日，北伐军暂编第三师由许昌出发向长葛县和
尚桥推进。长葛县的农民协会组织当地农民，
积极主动为北伐军安排食宿，救护伤病员，并
千方百计搜集奉系军阀的政治军事情报，大力
支援和配合北伐军的军事行动。6月 1日，北
伐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在郑州胜利会师。

说到冯玉祥东征，三门峡市委党史方志办
公室主任杨献珺介绍：“1927年4月18日，武汉
国民政府决定先行北伐，并要冯玉祥出潼关，
会师河南。4月 22日，冯玉祥部队改为国民革
命军第二集团军。5月 1日，国民革命军第二

集团军举行冯玉祥就任总司令仪式。当天，冯
玉祥率主力向河南进发。”

“1926年至 1927年，冯玉祥在中国共产党
人邓小平、刘伯坚、刘志丹、宣侠父等的帮助
下，率部参加北伐，出潼关，进陕州，与从广东
北上的北伐军会师郑州。”三门峡市陕州区委党
史方志办公室主任科员薛爱军介绍说，“在冯部
进驻陕县期间，支持工农革命运动，打击土豪劣
绅，深得民众拥护。在陕县观音堂原洛潼公路
旁立石碑，碑文为冯玉祥亲笔所书，是北伐战争
时期留下来的历史实物见证。”记者在三门峡市
委党史方志办公室党史科科长韩霞的带领下，
来到陕县观音堂镇七里村大槐树下，见到这块

“冯玉祥施政碑”。石碑原位于陕县观音堂七里
村东约350米处旧洛潼公路旁，后七里村将该石
碑移至村内大槐树下，碑已断为3截。

冯玉祥自出兵以来，披荆斩棘，直驱郑州，
与武汉北伐军胜利会师。“随着北伐战争节节
胜利，中共加强与国民党的合作，派出大批人
员去做地方上的军运、工运和农运工作；成立
国民党的地方组织，进行公开半公开的活动；
加强与冯玉祥国民军的合作，配合国民军的东
进行动。”杨献珺说，“随着冯玉祥北伐军在三
门峡地区的胜利进军，工人、农民、妇女等各种
群众组织纷纷成立，掀起革命高潮，为中共陕
州区委的诞生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北伐军胜利会师 奉系军阀势力被逐出河南

许昌人民迎北伐

捍卫北伐大后方

□记者 马国福

驻马店人民全力支援北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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