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推荐对象

王涛 国务院研究室秘书司处长，淅川
县毛堂乡银杏树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王建勋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帘子布公司
捻织二厂布机保全工段长
祁兴磊 泌阳县畜牧技术服务中心农业
技术推广研究员
李隆 郑州市消防救援支队副支队长
李俊贤 洛阳黎明化工研究设计院原院
长、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彦增 河南世纪香食用菌开发有限公
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
李淑团（女） 三门峡市中原量仪股份有
限公司高级磨工
宋兆普 汝州市金庚康复医院党支部书
记、院长
张玉滚 镇平县高丘镇黑虎庙小学校长
陈晓磐 临颍县公安局皇帝庙派出所指
导员
郁林英（女） 林州市黄华镇庙荒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尚广强 河南宏达木业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
罗传周 新县陡山河乡白沙关村党支部
书记、村委会主任
周文政 沁阳市西向镇老干部党支部书记
庞国明 开封市中医院党委委员、国家
区域中医内分泌诊疗中心主任
赵化录 辉县市冀屯镇党委书记、二级
调研员
郭伟（回族） 商丘市立医院党委书记、
院长
郭天财 河南农业大学教授，河南粮食
作物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郭光俊 登封市大金店镇梅村社区卫生
服务站党支部书记、站长
韩宇南 周口市税务局老干部科科长，
太康县马厂镇前何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靳月英（女） 淇县黄洞乡鱼泉村原党支
部委员

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推荐对象

马静（女，回族） 许昌市魏都区南关街
道七一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马其祥 孟津县常袋镇马岭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
马豹子 宝丰县赵庄镇大黄村党支部书记
王成新 三门峡市水利局党组成员，水
资源管理处党总支书记、处长
王息辰 濮阳市盛通聚源新材料有限公

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
邓志军 新乡市红旗区洪门镇诚城社区
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刘成章 周口市教育体育局调研员，郸
城县第一高级中学党委书记、校长
李世江 焦作多氟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李爱玲（女） 通许县冯庄乡陈庄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杨安国 河南豫光金铅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吴希振 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
赵秀珍（女） 河南滑丰种业科技有限公
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
高传玉 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河南
省人民医院心脏中心）内科学部第一党
支部书记、心内科主任
郭春霞（女） 省固体废物和化学品技术
管理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
蒋海涛 民权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副
书记、主任
樊海风（女） 新密市超化镇黄固寺村党
总支原书记

三、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推荐对象

郑州市金水区花园路街道通信花园社区
党委
郑州市第四高级中学党委
兰考县仪封镇代庄村党支部
洛阳市洛龙区开元路街道定鼎门社区党委
郏县姚庄回族乡党委
红旗渠干部学院党委
鹤壁市淇滨区黎阳路街道福源社区党支部
辉县市张村乡裴寨村党支部
焦作市山阳区艺新街道冬香好妈妈工作
站党支部
濮阳市华龙区中原路街道党工委
驻马店市残疾人联合会机关党支部
河南黄河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舞阳县辛安镇刘庄村党支部
河南振宇产业有限公司党总支
南阳市公安局反恐怖支队党支部
商丘市梁园区平原街道党工委
信阳市浉河区湖东街道三五八社区党委
周口市淮阳区四通镇时庄村党支部
确山县竹沟镇党委
济源市玉泉街道党工委
新郑海关党总支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党委

党中央决定，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之际，以中共中央名义表彰一批全
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根据评选表彰工
作部署，经逐级推荐、征求意见、组织评
选、深入考察等程序，省委研究确定了全
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推荐对象。

为充分发扬民主、广泛接受监督，
现将推荐对象进行全省公示，公示期为

2021 年 3 月 1 日至 3 月 5 日。公示期
间，如对推荐对象有异议，可向省委组
织部反映。反映形式为电话、信函、电
子邮件，信函以到达日邮戳为准。反映
问题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并告知或
签署本人真实姓名、单位和联系电话，
以利于调查核实和反馈情况。
联系电话：0371-65903050
电子邮箱：hnztjymsyz@163.com
通信地址：郑州市金水区金水路17号

关于全国“两优一先”推荐对象的公示

全国“两优一先”推荐对象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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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烜

“作为一名基层脱贫攻坚事业的参与者、见证者，能够佩
戴红花参加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现场聆听习近平总
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和自豪。”2月 27日，
许昌市财政局财政监督科科长、淅川县西簧乡党委副书记
（挂职）胡义志在接受采访时说，“获得‘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
人’荣誉称号，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殊荣，更是党和国家对中原
大地所有扶贫干部的关怀和厚爱。”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要全
力跑好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接力赛’，进一步巩固好脱
贫攻坚成果，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从北京载誉归来
后，“闲不住”的胡义志就与禹州市森茂迷迭香种植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对接交流，商讨在西簧乡开展迷迭香育苗、移栽、田
间管理等种植技术培训事宜。

2015年，胡义志开始担任长葛市孙庄村驻村第一书记，
利用 3年时间推动 11个建设项目落地孙庄，使一个“软弱涣
散”村蝶变为长葛市“党建强村”。2018年，他又作为许昌市
结对帮扶淅川县工作组成员，来到淅川县开展结对帮扶工
作，围绕产业发展、人才支援、基础设施提升等工作，扑下身
子踏实干，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

“仅迷迭香种植一项，我们通过对接许昌优势企业，在淅
川县打造了总面积达 8000亩的迷迭香种植基地，亩均收益
在3000元以上，带动了近2000户农户增收。”胡义志说，“我
们还要通过设立迷迭香加工厂，拉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拓
宽增收链。”

“荣誉凸显责任。下一步，要接续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
振兴的有效衔接，出硬招，求实效，让乡亲们有更多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生活越来越美好！”胡义志说。③4

□本报记者 赵同增

“在人民大会堂，我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还得到‘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这个至高无上的荣誉，倍
感荣幸、备受鼓舞！”2月 26日上午，在新乡市原阳县产业集
聚区，刚刚载誉归来的河南九豫全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杨
书锋，第一时间向广大员工传达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
会会议精神，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刚满5岁的九豫全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畜禽肉类及素
食产品的熟卤深加工品牌企业，也是河南省扶贫龙头企业，
去年年产值达 10多亿元，纳税突破 6000万元，已在全国布
局连锁门店1000余家。

“很多同行都说九豫全‘牛气’，但我作为企业创始人心
里最清楚，企业发展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党的好政策！我要
用一颗对党感恩的心，去回报社会、回报人民！”杨书锋说。

九豫全所在的原阳县曾有 111个重点扶贫村，其中 89
个位于黄河滩区。2017年以来，杨书锋积极主动参与“百企
万户”产业扶贫工程，企业共计带贫 1912户，覆盖 5个乡镇
116个村的 5700余人，同时为大宾镇等 3个乡镇 11个村共
计356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安排了公益岗位，为每个岗位按年
收入不低于 3600元发放工资，还解决了 200多名贫困人口
就业问题。据不完全统计，在助力滩区群众脱贫致富方面，
杨书锋已累计投入400多万元。

“接下来，我还要继续扎根黄河滩，为进一步唱好滩区
‘振兴曲’，尽到企业的责任和义务！”杨书锋说，原阳县正全
力加快推进沿黄生态建设，他也将带领员工积极参与其中，
为有效保护黄河流域生态出力，为滩区高质量发展献策，为
把“穷滩区”变成“金银滩”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滩区群众过
上更好的生活。③9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乘势而上 再接再厉 接续奋斗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
表彰大会上重要讲话 扫码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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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龚砚庆 刘洋
张笑闻 胡舒彤

在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
利之际，全面小康题材重点献礼故
事片《千顷澄碧的时代》与全国观众
见面，以光影艺术讲述新时代兰考
故事，全景呈现中原大地翻天覆地
的变化。

4年春去秋来，这部凝聚兰考上
上下下期待的诚意之作，背后有许
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回答“兰考之问”

2017年 2月 27日，兰考正式脱
贫摘帽，退出贫困县序列。这片诞
生了焦裕禄精神的土地，再次引起
全社会广泛关注。

“三年脱贫、七年小康”，兰考县
委用实际行动兑现了对习近平总书
记的庄严承诺，也带领兰考从“精神
高地”走出了“发展洼地”，回答了直
击灵魂的“兰考之问”。

兰考脱贫摘帽第二天，国务院参
事室研究员、曾任新华社河南分社社
长的赵德润与国家电影审查委员会
委员王人殷来到兰考采风，被兰考新
变化深深打动。出于对兰考的深厚
感情，创作一部反映兰考变化的影视
作品的念头在他们心中悄然萌芽。

拍电影难，拍现实题材电影更
难。过于写实，容易变成宣讲；过于
虚构，又会造成虚假。从 2017年 4
月开始，电影拍摄一波三折：名字从
《兰考 兰考》到《泡桐花开》再到最
后《千顷澄碧的时代》，导演、编剧换
了两遍，创作团队多次深入兰考采
风，采访上百名基层干部群众，剧本

一改再改，女主演到最后才确定下
来……

“太多幕后故事足够再拍一部纪
录片。”兰考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朱
春艳说，“这部电影题材重大、意义重
大、工程浩大、难度巨大，拍好了也会
影响巨大，我们担子不轻！”

影片首映后，获得广泛好评。清
华大学教授、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尹鸿认为，这是“一部成功的时代报
告电影”；中国电影评论协会会长饶
曙光则指出“影片格局、信息量大，吸
引力、穿透力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副院长李道新更认为这部电影“具备
现代眼光、历史光环，也兼具中国立
场、黄河气派和家国情怀”。

“用艺术手法回答‘兰考之问’，
也是电影人的初心。”该片总策划赵
德润说。

聚焦“兰考之干”

电影里，男女主人公为乡亲们跑
贷款、盖厂房，带领大家种香菇、做期
货，还有冒着鹅毛大雪肩扛农具的唐
豫英、用颤抖双手收获蜜瓜的老于
头、带头成立蘑菇种植合作社的刘会
泉……熟悉的故事情节，似曾相识的
面孔，让兰考干部群众泪眼婆娑。

“这就是我们真实生活的艺术
化反映，也是‘兰考之干’的集中体
现。”朱春艳说。

犹记得，脱贫攻坚战打响后，兰
考干部群众与全国人民一样，靠着“上
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
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
精神，拿出“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劲头，
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韧劲，拧紧螺
丝、上紧发条，压实责任、务实重干，做

足“转、扶、搬、保、救”5篇文章，以输不
起、拖不得、慢不得、必须赢的态度，挖
穷根、摘穷帽、奔小康……

这些总结性语言，在电影里化
作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感人的故事、
恢弘的场景，以润物无声的艺术感
染力，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强大正能量。

对此最有感触的是兰考县委工
作人员黄莹莹、安晓晗、朱铭杰、张
地、蔡林等人。他们在日常工作之
余，还在片中客串了不同的角色。虽
然没有台词，但他们演得十分卖力。
哪怕一个镜头拍了将近4个小时，他
们也毫无怨言。蔡林说：“就像看着
孩子一点一点成长，参与拍摄反映兰
考的电影，我们理应尽一份力。”

影片最后，芦靖生眼神坚定，望
向远方。扮演芦靖生的河南籍演员
李东学说，自己感动于兰考的沧桑巨
变，感动于乡亲们的朴实善良。“我不
再是以前的小我，因为我参与了这片
土地和贫穷的决战。我觉得这是焦
裕禄精神给我的力量。”他说。

展现“兰考之变”

推土机发力，县委大院的院墙
顷刻倒下。这是电影《千顷澄碧的
时代》中的场景，也是兰考县政府大
院围墙的真实写照。

2015年，几辆工程机械车开进
县政府大院，大门、围墙及西侧的临
街楼房被一一拆除，随后种上了绿
化树，昔日“高冷神秘”的县政府大
院从此一览无余。

“过去是‘衙门’，有衙有门。推
土机下去门没了，群众进出办事方
便了，政府和老百姓间的距离自然

也就近了。”兰考县卫生局退休干部
孟庆强感慨道。

兰考拆了围墙，暖了心房；群众
换了思想，奔向希望。该片总监制
唐科说，越走近兰考、走近这个题
材，就越能感受到它独特的时代价
值与内涵。

片中，因学致贫的韩文魁从拒
绝接受扶贫基金，到自愿贷款做起
了馒头生意；临时工姚大鲁不再得
过且过，因地制宜办起了琴弦厂……
这些人物并不是凭空想象的。

“贫困地区之所以贫困，除了自
然条件，更重要的就是思想上的贫
困。”兰考县仪封乡代庄村党支部书
记代玉建说，“过去是听了不信、看了
不服、回来不干，不愿负债、不愿欠
钱、不愿发展。当年我买了6万元的
种蒜，愣是放了一星期没人愿意种。”

如今，思想一变天地宽。产业
集聚区、田园综合体、扶贫园区、扶
贫基地龙头高昂；“政府+担保公司+
金融部门”“企业+基地+农户”“支
部+合作社+贫困户”多管齐下。从

“要我干”到“我要干”，变“宁愿苦
熬，不愿苦干”为“宁愿苦干，不愿苦
熬”，越来越多的群众内生动力被激
活。脱贫攻坚战中，淬炼着干部作
风，凝聚着党心民心。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围墙从有
到无，变的是空间距离，不变的是为
人民服务的初心；心劲儿从弱到强，
变的是生活状态，不变的是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

“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
“涓滴之水可以汇成江河，民族和国
家向前发展的车轮，有我们每个人
推动的力量。兰考，就是浪花中的
那一朵。”朱春艳说。③9

千顷澄碧中，有我一份力
——电影《千顷澄碧的时代》成长记

“我要用一颗对党感恩的心，去回报社会、

回报人民！”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河南九豫全食品有

限公司董事长杨书锋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

的起点。”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许昌市财政局财政

监督科科长、淅川县西簧乡党委副书记（挂职）胡义志

话振兴话振兴

22月月2828日日，，位于孟位于孟
津县白鹤镇的洛阳九津县白鹤镇的洛阳九
发实业有限公司工人发实业有限公司工人
正在抓紧生产正在抓紧生产，，力争实力争实
现首季开门红现首季开门红。。该公该公
司从原材料拉丝司从原材料拉丝、、编编
织织、、裁剪等全程实现电裁剪等全程实现电
脑操控一体化脑操控一体化，，年产吨年产吨
包袋包袋12001200万条万条，，带动周带动周
边群众边群众200200多人就业增多人就业增
收收。。⑨⑨66 郑占波郑占波 摄摄

本报讯（记者 刘一宁）2月 28日，省委
组织部、省委编办等部门联合下发《关于
2021 年选调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工作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计划从大学应
届毕业生、省内服务基层项目人员中选调
1182人到基层工作。其中，普通类选调生
900人，法检专项选调生282人。

据悉，选调工作采取本人自愿报名、学
校审核推荐、组织人事部门考试与考察相
结合的办法进行。符合条件的报考人员可
于 3月 1日 8:00至 3月 5日 18:00登录河
南省教育厅网站（jyt.henan.gov.cn）、河南
省毕业生就业信息网（hnbys.haedu.gov.
cn）、河南人事考试网（www.hnrsks.com）
进行报名。每名报考人员最多可填报 2个
志愿。普通类选调生与法检专项选调生不
得交叉报考；报考法检专项选调生的两个

志愿应为同一系统。笔试科目为行政职业
能力测验和申论，笔试时间为3月 27日，考
点在郑州市。

《通知》指出，普通类选调生正式录用
后，由各省辖市党委组织部结合工作需要
和个人志愿，统筹分配到各县（市、区）工
作，本科生分配到缺编的乡镇机关工作，硕
士、博士研究生分配到缺编的县（市、区）直
机关工作。法检专项选调生录用后，结合
工作需要，统筹分配到县（市、区）法院、检
察院工作。选调生到岗后，先安排到村任
职 2年，任职期满后返回原单位工作。新
录用选调生试用期 1年。试用期满后按照
干部管理权限及时进行期满考核，考核合
格的进行任职定级和公务员登记；不合格
的经省辖市党委组织部初审，报省委组织
部进一步审核后取消录用。③4

我省计划选调1182名
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工作

生产“牛劲足”
冲刺“开门红”

2 月 26 日，濮
阳范县濮城镇双孢
菇基地村民正在采
收蘑菇。基地有双
孢菇大棚20座，春
节期间，该镇蘑菇
十 分 畅 销 。 ⑨ 6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