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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

因。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

军90周年和刘邓大军千里跃进

大别山 70周年，本报记者沿着

当年刘邓大军跨黄河、过沙河、

战汝河、渡淮河的红色足迹，感

怀他们坚定的理想信念、优良的

革命传统、顽强的战斗作风，以

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从今日起，本报开设“庆祝建军

90周年——重走千里跃进路 咱

们一起奔小康”专栏，讲述过去

的故事，记录当下的行动，展现

河南人民在决胜全面小康、让中

原更加出彩的道路上取得的辉

煌成绩。③4

□本报记者 刘一宁

盛夏时节，久违的一场大雨，给高温
多日的鹤壁市山城区带来了一丝凉意。
7月18日，年近90岁的老人郭运香拄着
拐杖，又一次来到了这所熟悉的宅院。
这里是位于石林镇的“石林会议”旧址，
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让这个名不
见经传的地方穿越70年的历史，带着红
色印记被载入史册。

“1947年，村里选干部，我当上了妇
救会主任。”郭运香回忆，那一年，浩浩荡
荡的军队来到村里。她和一帮穷苦人帮
军队找粮食、拾柴火、做军鞋。有一天，
她遇到两名身穿灰色制服的军人亲切地
询问部队有没有遵守纪律、买粮食给没
给钱等。后来她才知道，这两个人就是
刘伯承和邓小平，驻扎的部队是晋冀鲁
豫野战军，即刘邓大军。

穿越历史烟云，一段段往事鲜活呈
现在眼前。豫北战役期间，刘邓大军来
到了鹤壁。战役胜利结束后，部队在当
地一边养精蓄锐，一边静待战机。

在党史军史上，1947年6月10日是
个值得铭记的日子。那一天，刘伯承、邓
小平在石林镇法隆寺召开了“石林会
议”，研究了强渡黄河、挺进中原、千里跃
进大别山的军事部署，吹响了解放战争
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号角，拉开
了解放全中国的序幕。

踏着布满青苔的台阶走进“石林会
议”旧址，一幅幅作战图、一张张旧照片、
一个个老物件，都见证着那段红色历
史。炮火硝烟已经消散，但血与火锻造
的革命精神却历久弥新。

面对“实事求是、艰苦奋斗、团结协作、
勇于担当”这16个拓印在墙上的红色大
字，鹤壁市科技局驻石林镇中石林村第一
书记夏奉乾表示，扎根这片红色土地，会自
觉接受红色洗礼、传承红色精神。“如何继
承革命传统让其在新的时代焕发新的光

彩，如何完成脱贫任务让中石林村在年底
前整村脱贫，我从这里找到了答案。目前，
中石林村还有28户贫困户没有脱贫。下
一步，建强基层组织、发展红色旅游、带动
村民共同致富是工作的重点。”

革命先辈的英勇事迹，犹如催人奋进
的号角，引领鹤壁人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道路上阔步前行。“传承红色基因，发
扬革命精神的激励作用，能为发展提供强
大的信念支撑和精神动力。”鹤壁市委书
记范修芳说，按照转型创新、提升求进的
基调，鹤壁正在建设更高品质的生态文
明、活力特色、幸福和谐之城，朝着在全省
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迈
进。去年，全市有27个贫困村脱贫摘帽、
1.5万名贫困人口稳定脱贫。今年，鹤壁
将进一步做细“精准”文章，夯实组织保
障，力争早日打赢脱贫攻坚战。③4

本报讯（记者 代娟）为庆祝中
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7月25
日，省委省直工委、省文化厅、省文
联组织艺术家和省级劳动模范一行
30余人，来到第83集团军驻新乡某
部进行慰问。

在当天的“走基层 进军营”慰
问活动现场，部队战士们的《好男儿
就是要当兵》《兵妹妹》《强军战歌》等
军旅歌曲联唱拉开了活动序幕。紧
接着，参与慰问的戏剧、曲艺、歌唱
等方面的艺术家们演出的豫剧《朝

阳沟》选段、豫剧《花木兰》选段、歌曲
《为了谁》等一段段经典剧目、一首
首革命歌曲，为部队官兵送上节日
的问候，赢得阵阵掌声。书画艺术
家们现场挥毫泼墨，一幅幅书画作
品为绿色军营增添了文化气息。

第83集团军驻新乡某部相关
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不仅是省直
机关各级机关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
部拥军爱军、积极支持国防和部队
建设的体现，也为部队文化建设作
出了贡献。③5

本报讯（记者 陈辉）7月 26日，省
通信管理局公布了上半年河南信息通
信业成绩单，主要发展指标位居全国前
列，“全光网”河南全面升级，宽带用户
快速增长，融合业务发展迅速，区域性
数据中心建设加速推进，信息通信枢纽
地位进一步巩固。

宽带设施是发展网络经济的基
础。上半年，全省信息通信业加快推动

“全光网”河南全面升级，累计完成投
入 212.66 亿 元 ，完 成 年 度 计 划 的

60.1%。全省光缆线路长度达 173.7万
公 里 ，居 全 国 第 6 位 ，同 比 增 长
24.8%。4G 基站总数达 16.4 万个，居
全国第 6 位，同比增长 39.3%，基本实
现所有行政村 LTE FDD 网络覆盖。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总数达 4307.9万
个，居全国第6位。互联网省际出口带
宽达12373G，居全国第4位，同比增长
23.6%。

宽带用户快速增长，用户结构进一
步优化。上半年，全省互联网用户新增

726.5 万户，总数达 8872 万户，居全国
第5位。移动互联网用户新增547.9万
户，总数达 6926.1 万户，居全国第 4
位。4G用户总数 5324.2 万户，居全国
第4位。融合业务用户发展迅速，全省
物联网用户达 632.6 万户，同比增长
25.8%。IPTV用户达 423.6万户，同比
增长148.9%。增值电信业务增长迅猛，
新批准增值电信业务经营单位248家，
总数达1332家。全省规模以上增值电
信企业完成增值电信业务收入 22.5亿

元，同比增长100.3%。
信息通信枢纽地位进一步巩固。全

省已建成直达全国24个省的互联网省
际出口链路。郑州互联网骨干直联点网
间互联带宽达380G，开始疏通山东、山
西两省流量。区域性数据中心加快构
建，中国联通中原数据基地、中国移动
（河南）数据中心、中国移动（河南郑州）
数据中心、阿里巴巴、奇虎360云计算及
数据处理中心等重点项目建设快速推
进。③5

□本报记者 宋敏

热！热！热！7月中旬以来，我省
多地陷入持续“蒸烤模式”，部分地区最
高气温达40℃以上。近期，由省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厅牵头，全省组织开展了
用人单位遵守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险法
律法规情况专项检查，其中包括用人单
位是否按规定发放高温津贴。除了高
温津贴，劳动者还有哪些高温下的权
益？7月26日，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高温津贴怎么发放
根据国家2012年出台的《防暑降

温措施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以上高温
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
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
33℃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
津贴。

目前，全国已有28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明确了2017年度高温津贴发
放标准。在发放时间上，多地是在6月
至8月或9月之间；在发放周期上，有的
是按月发放，有的按日计算发放，而河北
省则按照小时计算。此外，多数地方的
发放标准是每人每月200多元，我省高
温津贴标准为每人每工作日10元，这一
标准从2008年制定至今未作调整。

为露天工作人员发放绿豆汤、防
暑药品等，算不算是发放津贴？记者
了解到，用人单位应当为高温作业、高
温天气作业的劳动者提供足够的、符
合卫生标准的防暑降温饮料及必需的
药品。发放防暑降温饮料和必需药品
不得充抵高温津贴，此外，高温津贴不
能计入最低工资。

作息时间如何调整
除了发放津贴，按照《办法》要求，

日最高气温达到40℃以上，应当停止
当日室外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

35℃以上、37℃以下时，用人单位应采
取换班轮休等方式，缩短劳动者连续
作业时间，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劳
动者加班。

对此，郑州市日前出台规定，对环
卫工作业时间进行了调整。具体来
说，日最高气温达到 35℃以上不超过
37℃时，当天12时至15时暂停人工清
扫保洁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 37℃以
上时，当天11时至16时暂停人工清扫
保洁作业。同时，增加机械化清扫频
次，由每天机扫作业3次调整为机扫作
业 4次，每 2个小时洒水降尘一次，最
大限度减轻环卫工劳动强度。

但另一方面，仍有些工地为了赶
工期，让工人顶着烈日酷暑加班干
活。有专家提出，有关部门每年都会
进行相关执法检查，建筑、餐饮、快递
等行业的问题比较突出，应将这些行
业作为重点进行监督检查，严肃查处
侵害劳动者权益的违法行为。

中暑工伤怎样认定
户外劳动者虽然有高温津贴，但如

果在高温环境下工作发生中暑，算不算
工伤？高温中暑的工伤认定有讲究。

《办法》规定，劳动者因高温作业
或者高温天气作业引起中暑，经诊断
为职业病的，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例
如钢铁工人、建筑工人和环卫工人等，
长期在高温环境下作业，有高温接触
史，工作中发生中暑，在送诊的同时，
一定要经过职业病诊断机构的诊断，
确认为“职业性中暑”后，就能向当地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申请工伤认定。

对于高温津贴和工伤待遇的落实，
多名受访者认为，在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的同时，也要加强对劳动者的政策宣传，
提高他们的维权意识。倘若用人单位不
按规定发放高温津贴，职工可拨打
12333 向劳动保障监察部门举报、投
诉。②9

本报讯（记者 王延辉）一方是
沙颍河航运发达之地，一方是我省
最大的物资流通企业，双方牵手合
作“水到渠成”。7月26日，周口市
人民政府与河南物资集团公司在
郑州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合力
建设公水铁多式联运枢纽。

河南物资集团所属企业郑州国
际陆港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是中欧班
列（郑州）运营主体，是一家典型的多
式联运企业，也是河南融入“一带一
路”的重要平台。河南物资集团董
事长、郑州国际陆港公司总经理赵
文明表示，结合双方优势，建设公水
铁多式联运枢纽基础条件好，未来

发展前景广阔。
根据协议，双方同意就周口市

多式联运系统构建、冷链物流服务
提升、城市共同配送、跨境电商服
务、外贸综合服务、防伪溯源体系建
设、大数据示范应用、智慧城市建设
等方面开展战略合作。双方合作规
划建设周口国际陆港、公水铁多式
联运枢纽以及周口跨境电子商务产
业园、周口云数据产业园、国际陆港
周口物流园等项目，努力打造河南
自贸试验区“出海口”，为把河南建
设成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现代
综合交通枢纽和现代国际物流中心
提供有力支撑。③5

本报讯（记者 郭戈 通讯员
朱文涛 彭鑫）7月 25日，《卢氏县
脱贫攻坚规划咨询报告》递交暨开
发性金融精准扶贫示范点授牌仪
式在郑州举行。省政府秘书长朱
焕然、国家开发银行扶贫金融事业
部副总裁孟亚平，以及省政府金融
办、省扶贫办、三门峡市的有关负
责同志出席。

据介绍，《卢氏县脱贫攻坚规
划咨询报告》由国家开发银行总行
扶贫金融事业部牵头编制，在剖析
卢氏县致贫原因、发展瓶颈和存在
问题的基础上，立足县域自然条
件、资源禀赋以及脱贫攻坚相关规
划，参照其他地区脱贫攻坚好的工
作经验和做法，提出了易地扶贫搬
迁、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
发展、“互联网+”等五大领域脱贫
攻坚实施建议，系统设计了交通扶
贫、水利扶贫、教育扶贫等十大扶
贫工程，谋划了 34个项目包、484
个项目，并为卢氏县“量身定制”了

具有较强操作性的融资方案，已通
过专家论证。

同时，为进一步提供融智支
持，国开行总行还将卢氏县确定为
全国八家“开发性金融精准扶贫示
范点”之一，积极推动规划咨询报
告中相关融资方案的落地实施。

截至目前，国开行河南省分行
已累计向卢氏县棚户区改造、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扶贫、助学贷
款等领域发放贷款24亿元。该行
在当地创新推出的金融同业扶贫
转贷款模式，将开发性金融大额资
金优势有机嵌入卢氏县扶贫小额
贷款体系，以中原银行、卢氏农商
行为借款主体，向种植养殖大户、
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发放转贷款 2000万元，精准支持
200多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形
成了开发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协
调配合、共同参与、各司其职、优势
互补的金融扶贫新格局，对其他贫
困县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③5

前进的号角响彻红色石林
——走进鹤壁“石林会议”旧址

开栏的话

我省信息通信业晒出上半年成绩单

互联网用户新增726.5万户

给高温下的劳动者撑把“遮阳伞”

省直机关艺术名家送文化到军营

卢氏县获国开行定制脱贫规划方案

周口市政府“牵手”河南物资集团

共建公水铁多式联运枢纽

庆祝建军庆祝建军 周年周年

7月 25日，郑州机场的旅客川流不息。连日来，为保障暑期运输高
峰旅客顺利出行，机场的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全力为南来北往的旅客提供
优质服务。⑨7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工人在对吊桥机轨道进行校正
◀制桥场内工人们在紧张施工

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 通讯
员 王烜）7月 26日，记者从许昌市
政府新闻办获悉，国家发改委刚
刚发布全国市政工程领域44个重
点 PPP 项目名单，许昌市海绵城
市建设项目成为我省唯一入选的
项目。

作为国家第二批生态文明先
行示范区，许昌市高度重视海绵城
市建设，制定了全面推进海绵城市
建设的实施意见 ，明确提出到
2020 年，25%以上的城市建成区
达到海绵城市建设标准；到 2030
年，80%以上的城市建成区达到海
绵城市建设标准。

根据海绵城市建设实施意见，
许昌市划定了北至新元大道、南至
天宝路、东至魏武大道、西至清潩
河的试点区域 ，建立了总投资
33.58亿元的试点区海绵城市项目
库，按照“流域打包、系统推进”的
PPP项目建设运营模式，统一进行
建设运营管理。目前一期建设已
完成投资9.33亿元，完工项目达到
9个、新开工项目15个。

据了解，国家发改委将组织专
家对入围的重点 PPP项目进行指
导，并在政策和资金方面予以倾
斜，打造 PPP项目精品案例，形成
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③6

全国市政工程领域44个重点PPP项目公布

许昌海绵城市建设项目入选

7月26日，郑万高铁南阳市卧龙区段施
工现场，一片繁忙景象。中铁十七局集团桥
梁运架公司200多名“桥梁人”，正在紧张有
序日夜奋战。郑万高铁南阳市卧龙区段全
长43公里，将于2019年建成通车。目前，施
工进展顺利，下部结构工程基本完工。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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