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点铁路工程进行时

时光荏苒，初心依旧，
老一辈革命家艰苦创
业、勇往直前的奋斗
精神和无私无畏、不
怕牺牲的宝贵品质犹
如一座明亮的灯塔，
永远指引着后人砥砺
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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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亮点连连看

漯河市郾城区创新模式深化健康扶贫

政府购买服务 打造健康中心
我省名医名家走基层
健康扶贫系列活动启动

张耀昶：赤胆忠心为革命

★信仰的力量——河南英模风采录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孙华峰

“向革命先烈看齐，好
好学习，努力工作，报效祖
国。”暑假期间，确山县刘
店镇刘店小学的师生们来
到刘店秋收起义指挥部旧
址前，庄严宣誓。

刘店秋收起义指挥部
旧址就位于刘店小学院
内。1927年 11月，我党在
这里策划发动了著名的刘
店秋收起义。张耀昶正是
这次起义的领导者之一。

张耀昶 1904 年出生
于确山县古城乡新庄村。
青年时期，在外地求学期
间，张耀昶阅读进步书刊，
参加进步活动，开展反对
土豪劣绅的斗争。192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他
受党组织委派回到确山建立中共洪沟庙支部。

1927年 4月，张耀昶与杨靖宇等人率领农民自卫军和
红枪会举行确山农民暴动，消灭军阀第八军200余人，建立
了河南省第一个农工政权——确山县临时治安委员会。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确山国民党武装打进县城，
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为保护革命力量，党组织
派遣张耀昶到汝南、遂平、上蔡、信阳等地设立秘密联系点，
通过杨靖宇、张家铎同党组织保持联系。

1927年 11月，张耀昶参加刘店秋收起义，任确山农民
革命军大队长。国民党确山县县长高子元调遣 1000余人
向刘店进剿，遭到农民革命军的迎头痛击。同年 12月，信
阳、确山农军会师，形成了以四望山为中心纵横100余里的
红色根据地，建立了中共豫南革命委员会，并将信阳、确山
农军改编为“豫南工农革命军”。

1928年，信阳民团旅长熊绘豳集信阳、罗山民团及反
动红枪会等1800余人，围剿四望山。四望山100余名战士
与敌英勇搏斗，终因兵力悬殊，战斗失利。张耀昶等人率领
余部突出重围，在确山、正阳和信阳毗邻地区坚持斗争。

1930年，他们先后在正阳中心庙、龚湾和确山柏沟庙
领导3次武装暴动，组织400余人，与鄂豫皖苏区红一军配
合消灭了国民党新编十二师补充团百余人。

1935年，张耀昶在战斗中不幸牺牲，时年31岁。
在确山县临时治安委员会旧址纪念馆的一处展示柜

里，陈列着张耀昶在外求学时用过的皮箱和围巾。“时光荏
苒，初心依旧，老一辈革命家艰苦创业、勇往直前的奋斗精
神和无私无畏、不怕牺牲的宝贵品质犹如一座明亮的灯塔，
永远指引着后人砥砺前行。”确山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罗平
均说。③8

本报讯（记者 尚杰）新时代新农民新风采。一大批
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活跃在田间地
头，为现代农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8月 20日，记者
从省农业厅获悉，我省将首次举行新型职业农民创业创
新大赛，报名已于日前启动。

参赛选手应是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或服务的返乡、下
乡及本乡人员，主要包括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主、农民合
作社骨干、涉农企业负责人等，一般应为经营单位的法人
代表或共同创业者。持有新型职业农民证书（或培训结
业证书）的人员优先推荐。

本次大赛分为“初创组”“成长组”“创新组”三组。工
商登记不满 2年、年销售额不足 50万元参加“初创组”，工
商登记超过 2年、年销售额 50万元以上且实现盈利的参
加“成长组”，“创新组”则只需要有独特的产品设计理念、
经营模式和新颖的实现方式即可，财务指标不做要求。

本次大赛由省农业厅、省人社厅、省教育厅、省扶贫
办、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 7部门联合主办，河南农业
职业学院承办。入围决赛的项目可优先享受多部门的政
策扶持。有意者可以通过线上官网（http://www.hnca.
edu.cn)进行网上申报及审核。初赛与复赛分别于 9月上
旬和中旬举办，决赛将于 9月 23日进行。

省农业厅科教处相关负责人介绍，从 2012年开始，我
省启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目前扩大到 4个国家示范
市及 65个示范县。截至 2017年年底，我省培养各类新型
职业农民 50多万人，认定生产经营类新型职业农民 3万
多人，他们已经成为推动现代农业转型升级的引领力
量。③6

本报讯（记者 陈辉）8月 21日，省通信管理局公布了
今年前 7个月信息通信业发展状况，全省电信业务总量及
增速均居全国第 3位，特别是提速降费效果明显，7月 1日
起取消流量“漫游”费后，全省用户当月共减少通信支出
1.07亿元。

7月1日起，河南各电信运营商正式取消全省手机用户
流量“漫游”费，省内流量自动升级为国内流量（不含港澳台
流量），统计显示，全省用户当月因此减少通信支出共 1.07
亿元。同时也带动了手机上网用户流量上升，月户均流量
增长至 4965.5M，增速为 208.4%，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16.2
个百分点。

前7个月，全省宽带用户增势迅猛，互联网宽带接入用
户、移动互联网用户、4G用户、IPTV用户新增数分别居全
国第2位、第2位、第3位、第1位，100M以上宽带用户占比
提升至全国第5位。③8

本报讯（记者 郭海方 通讯员 周鹤
琦 张凤华）“把孩子送到这儿治疗俩月多
了，我来看三四次了，孩子的病情一天天好
转，他以后要还能干个活儿、挣个钱儿，我
就没后顾之忧了。”8月 21日上午，漯河市
郾城区商桥镇小杨村 78岁的李梅荣来到
该区精神健康帮扶中心，看到儿子能跟医
生正常交流，老人很欣慰。

李梅荣的儿子今年50岁，患精神病20
多年。“孩子患病后都待在家里，从不出门
跟人说话。”老人说。

李梅荣的儿子入住的精神健康帮扶中
心，是郾城区依托漯河市精神病医院建立
的。该中心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组建心
理咨询、救治救助、工娱疗等专家服务团队，
对全区 260多名患有精神疾病的贫困人员
分批次进行3至 6个月的集中康复治疗，并
将康复情况较好者安排到工疗及产业扶贫
基地有偿务工，巩固治疗，从而让贫困精神
病患者融入社会，稳定脱贫。目前，首批15
名精神病患者已入住该中心接受救治。

郾城区现有贫困户 736户 2041人，其
中因病致贫 1176人，占 57.62%；因残致贫
636人，占 31.16%。因病因残致贫已成为
脱贫攻坚的“硬骨头”。

如何啃下这“硬骨头”？今年以来，郾
城区在原有“四免两减四覆盖”医疗扶贫的

基础上，突出重点地区、重点人群、重点病
种，整合现有资源，打造精神健康帮扶中
心、慢病健康管理中心、重度残疾人康复中
心，深化健康扶贫。

在慢病防治上，该区依托商桥镇卫生院
建立慢病健康管理中心，组建 4个团队，依
照病情对贫困户分类分档，为每位贫困户配
备智能爱心健康卡，在镇卫生院开通绿色通
道，构建“行政村+自然村+贫困户+服务团
队”无缝隙的服务诊疗体系。目前已分类排
查400余人，分批次将其纳入正规诊疗。

针对重度残疾人群，该区依托龙城镇卫
生院建立了贫困重度残疾人集中康复中心，
并优先从贫困残疾人家庭中选聘护工，按月
发放护工工资，实现“一人康复、全家脱贫”。
目前共收治贫困重度残疾人三批20名。

“打通健康扶贫的‘最后一公里’，需要
精准施治，深入攻坚。”郾城区有关负责人
说，预计到今年年底，三个健康中心能分批
救治 500名贫困精神病人、慢病患者和重
度残疾人，使因病因残致贫群体逐步稳定
脱贫。③5

本 报 讯（记 者
赵春喜 通讯员 王
向灵 范通帅）因为
技术难度大、安全风
险高，地处豫东南角
沈丘县的一座高铁
桥梁，一直被视为郑
州通往阜阳高铁的

“卡脖子”工程。
8月 19日 23时

30 分，随着最后一
方混凝土浇筑完成，
郑阜高铁河南段沈
（丘）界（首）1 号特
大桥跨宁洛高速钢
桁加筋连续梁，终于
迎来了合龙时刻。

对于正在建设的郑阜高铁而言，该大
桥的合龙标志着其河南段最后一个难题
得以攻克，全线线下工程实现全部贯通，
为下一步全面铺轨打开了通道。

据介绍，沈界1号特大桥全长15471
米，中跨长达172米，采取悬臂浇筑法进
行施工，为目前国内同类型高铁桥梁的最
大跨度。大桥的墩梁之间采用漂浮式结
构，安装有温度限位器、速度锁定器、活动
支座，属于国内铁路桥梁新型设计，为高
铁同类型桥梁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郑阜高铁全长 277公里，设计时速
350公里。线路由郑州南站引出，经许昌、
周口等站点，至安徽阜阳。全线计划
2019年年底建成，届时从郑州到合肥只
需2小时。③8

郑阜高铁打通
“卡脖子”工程

本 报 讯（记 者
王小萍 通讯员 王
雪红）8 月 21 日，记
者从中铁十六局集
团获悉，由该集团施
工的蒙华铁路全线
第一长隧道崤山隧
道正式贯通。

崤山隧道位于
三门峡市灵宝境内，
是蒙华铁路全线头号
重难点控制性工程。
隧道设计为左线和右
线两座单线隧道，左
线全长 22751米，右
线全长 22771米，隧
道最大埋深约为500
米，工程隧道地质构造及水文条件极为复
杂，是蒙华铁路全线第一长双洞隧道。该
隧道地处深山峡谷地带，地质条件复杂，
开挖掘进难度较大。

据悉，蒙华铁路全长 1837公里，北
起内蒙古浩勒报吉站，南至江西省吉安
市，途经内蒙古自治区、陕西省、山西省、
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蒙华
铁路是我国“十二五”和“十三五”铁路发
展规划重点建设项目，是国家实现“一带
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枢纽。③4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8 月 22 日，记
者从省公安厅获悉，自全省公安机关开展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省公安厅先后组
织开展集中收网、“雷霆1号”、“雷霆 7号”
等专项打击行动，打掉了一批涉黑涉恶团
伙，抓获了一批黑恶势力犯罪嫌疑人，清除
了一批“保护伞”。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省公
安厅先后召开2次全省公安机关部署会、3
次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会、5次
厅党委会和厅长办公会专题研究部署。省
公安厅与成员单位建立线索双向移交反馈
机制，严格落实线索核查责任制，对公安部
督转线索由省公安厅扫黑办牵头，明确专
人负责，省辖市公安局组织核查，对每条线
索都要作出明确结论。

为提高办案质量，省公安厅成立 5个
案件指导组，对涉黑案件逐起审核把关，指
导取证，确保准确适用法律。成立由14人
组成的专家组，对重点案件进行会诊研究
指导。省公安厅牵头侦办8起重点涉黑案
件，每起案件固定专人盯案指导、参办，其
中 5起案件采用异地用警、指定管辖的方
式进行侦办。

与此同时，省公安厅联合省高级人民
法院、省检察院、省司法厅出台重大黑恶势
力犯罪案件通报会商机制，与纪检监察部
门、民政部门、银监部门、税务部门建立线

索移交和工作协作机制，形成工作合力。
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均成立了一把手任

组长的领导小组，健全完善了工作机构，向
社会公布了举报电话、举报邮箱、举报地
址。全省公安机关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
重点对准涉黑涉恶人员操纵村民委员会选
举，争当村民委员会成员或者扶持代理人；
插手村级公共事务，垄断农村资源、侵占集
体资产，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横行乡里、称霸
一方、欺压残害村民等方面，从源头上遏制
涉黑涉恶问题滋生蔓延，发现一起、查处一
起，不管涉及谁，都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为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参与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的积极性，踊跃检举揭发涉黑涉恶
犯罪线索，5月 31日，省公安厅向社会发
布《群众举报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线索奖励
办法》，群众可对 11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
行为向警方举报，警方核实确认后将给举
报人一定奖励，最高可奖励2万元。目前，
省公安厅共收到举报线索3886条，全省公
安机关收到举报线索1.6万余条。

省公安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全省公安
机关对所有举报线索实行专人管理，所有
涉黑涉恶线索的受理、流转、初查、答复、奖
励等环节均有专人监管。对故意或过失透
露举报人、举报线索的，一律按照相关规定
从严处理。

“举报人可采取实名或匿名，通过省公
安厅公布的举报电话和地址，以信件、电
话、短信和手机APP方式进行举报。奖金
领取方式有三种：一是举报人到省公安厅
扫黑办当面领取奖金的，需提供本人有效

身份证件；二是举报人委托他人领取奖金
的，领取人须携带举报人授权委托书、委托
人及举报人有效身份证件；三是匿名举报
人本人或委托他人领取奖金的，需提供举
报人代码，并简述线索内容。”这位负责人
说。③4

本报讯（记者 王平）8月 20日
记者获悉，河南省医学会、河南省医
师协会近日正式启动名医名家“走
基层·送健康”健康扶贫系列活动。
来自省医学会、省医师协会各个专
业领域的知名专家将奔赴全省 40
多个贫困县，让更多贫困地区群众
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
服务。

据了解，目前我省还有因病致
贫返贫人口 47万户、117 万人，占
全省贫困人口的 53%；同时，还有
一些偏远农村医疗服务设施不健
全，基层医务人员服务能力不高，老
百姓看病就医不方便。

根据安排，参与本次活动的专
家将利用双休日、节假日等业余时
间，深入我省贫困地区的农村、社
区、基层医院等，开展义诊、科普宣
传、手术带教、查房、基层医师培训
等活动，帮助基层医务人员提高技
术、改进服务，帮助基层群众摆脱疾
病、奔赴小康。③6

省公安厅

重拳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
扫黑除恶进行时

我省将首次举行
新型职业农民创业创新大赛

取消流量漫游费后

全省月户均流量增速超200%

蒙华铁路全线
最长双洞隧道贯通

医护人员与患者进行沟通交流，并对其进行心理疏导。②28 王涵 摄

◎举报人可采取实名或匿名，
通过省公安厅公布的举报电话和
地址，以信件、电话、短信和手机
APP方式进行举报。
举报电话：0371-65884900
举报短信：18837109110
举报网络：“河南警民通”微信公众号
举报地址：郑州市金水路 9号省公
安厅刑侦总队有组织犯罪侦查队

◎奖金领取方式有三种：
一是举报人到省公安厅扫黑

办当面领取奖金的，需提供本人有
效身份证件；

二是举报人委托他人领取奖
金的，领取人须携带举报人授权委
托书、委托人及举报人有效身份证
件；

三是匿名举报人本人或委托
他人领取奖金的，需提供举报人代
码，并简述线索内容。

举报和奖金领取方式

沈界 1号特大
桥全长 15471
米，中跨长达
172 米 ，为目
前国内同类型
高铁桥梁的最
大跨度

15471

崤山隧道设计
为左右两座单
线隧道，左线
全 长 22751
米，右线全长
22771 米，是
蒙华铁路第一
长双洞隧道

22771

8月 20日，66名文莱籍消防员在中原油田消防职业培训学校顺利完成培训科目。中原油田此次承
办的文莱炼化项目国际化人才培训项目，使中原消防迈出了进军国际市场的步伐，开了中国企业专职消
防队伍“走出去”的先河，为助推中原企业品牌参与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图为外籍学员
在教官指导下学习布置灭火方案。⑨6 仝江 摄

“洋徒弟”
中原受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