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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点）3 月 22 日，省十
三届人大常委会第 80次主任会议在郑州
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国
生主持会议，副主任赵素萍、马懿、徐济超、
乔新江、李公乐和秘书长吉炳伟出席。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十三届全国人大四
次会议精神。会议指出，要把学习宣传贯
彻大会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
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
来，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
治执行力，紧紧围绕“十四五”开局起步谋
划和推进人大工作，凝聚思想共识、拿出务
实举措，切实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履职实效。

会议听取了关于《中国（河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条例（草案）》审议修改情况的报
告，关于许昌、漯河、商丘 3个设区的市地
方性法规审查情况的报告，关于2021年省
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初步审查报告，
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出缺和补选情况的
报告，关于听取和审议《河南省人民政府关
于 2020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
成情况与依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情
况的报告》有关情况的报告，决定将上述议
题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

会议听取了关于开展地方性法规和其
他规范性文件涉及行政处罚内容专项清理
的工作方案（草案），关于开展涉及长江流
域保护的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清理的
工作方案（草案），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国有
资产联网监督平台建设实施方案（草案），
关于河南省人大预算联网监督工作会议的
工作方案（草案），河南省人大常委会2021
年代表工作计划（草案），关于举办2021年
代表联络站站长培训班的工作方案（草
案），关于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重点建议
的确定及督办意见，关于2021年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副主任接待代表日工作安排意见，关于举办全省人大监察司法工作座
谈会暨培训班的工作方案（草案），书面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的有关
报告审议意见落实情况。

会议研究了有关人事任免和请辞事项，通过了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建议议程、日程。③8

本报讯（记者 归欣）3月 22日，我
省组织收听收看全国新冠病毒疫苗接
种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全省新冠
病毒疫苗接种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省
长尹弘出席并讲话，强调要认真贯彻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科学安排、有序推进疫
苗接种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安全。

尹弘指出，接种疫苗是预防和控

制疫情传播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是
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迫切需
要，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事关
为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营造环境条
件。免费推进疫苗接种，是践行党的
初心使命的重要体现，要充分认识做
好疫苗接种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统
一思想、提高站位、广泛动员，加大力
度推进接种工作。

尹弘强调，要进一步破除顾虑、

加快进度，科学周密安排全省疫苗
接种工作，合理制定工作计划，积极
做好疫苗调配工作，切实保障疫苗
接种经费，扩大接种人群范围，确保
按照中央确定的接种方案完成每个
时段的疫苗接种任务。要全部启用
现有接种点，扩充现有接种单位容
量，适时合理增设新的接种点，加强
医务人员培训和储备，尽快提升各地
疫苗接种能力。要统筹组织、广泛动

员，加强正面宣传，调动各方积极性，
着力提高群众接种意愿、人群覆盖率
和接种效率，引导各类人群自觉接受
疫苗接种。要坚守安全底线，强化疫
苗接种安全保障措施，严格落实全流
程管控，确保疫苗质量管理安全，严
格按照规范预防接种，做好异常反应
救治工作，规范有序地做好接种工
作。要坚决扛稳属地责任，强化督导
检查和技术指导，及时解决实际工作
中出现的问题和难题，促进各地工
作落实。

尹弘最后强调，开展疫苗接种绝
不意味着放松疫情防控。各地要坚持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和人物同防、多病
共防，落实好常态化防控措施，加强疫
情监测报告，及时处置突发疫情，确保
不出现规模性疫情输入和反弹，为经
济社会发展奠定健康基础。

戴柏华主持会议。③5

□本报记者 王映 梁莹莹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晓静

以现在的眼光看，这门大炮并
不起眼。

它的口径仅有 70毫米，炮筒不
足1米长，连炮盾都算上也仅有半人
高；炮身的基座像个手推车，轱辘
大、拉杆宽，粗犷又皮实。

“但在革命岁月，它是一个从无
到有的奇迹。”站在大炮旁，冀鲁豫
边区革命根据地旧址纪念馆副馆长
王志豪述说着它的“身世”：大炮名
为“盖亮号”步兵炮，是我军兵工史
上第一门大炮，“原炮现陈列于中国
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我们收藏的
是一门精准复制品。”

纪念馆坐落于清丰县双庙乡单
拐村，这里也是“盖亮号”的诞生地。

1944 年 9月，冀鲁豫抗日根据
地的政治和军事指挥中心转移至单

拐；1945年 9月，该根据地为加强兵
工生产，又在单拐组建了军工部、兵
工一厂。

“为啥歌里唱‘没有枪没有炮，敌
人给我们造’？”王志豪说，当时我军
军工事业简陋又艰难，不少兵工厂的
设备就是洪炉、手摇钻、锉刀等，看起
来比铁匠铺强不了多少，只能修枪、
造手榴弹，“接到上级命令试制大炮
时，兵工一厂的条件也是如此。”

面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兵工一厂立即成立以技师盖亮为首
的攻关小组。第一个难题是没有图
纸。盖亮将一门损坏的日本造九二
步兵炮“开膛破肚”，拿到零部件“依
葫芦画瓢”，补上残缺的部分，再根
据实际改良，又规避原有缺点重新
设计炮栓、闭锁机等……三天四夜
后，“盖亮号”在纸上诞生。

盖亮却还是叹气。现有设备只

比纯手工操作好一点，如何造出高精
密部件？攻关小组想出一个个土方
法，好似“蚂蚁啃骨头”。用铁杆、木
棍绑成三脚架，吊上大锤，解决手工
锻造的问题；用肉眼代替控温仪表，
用铰刀、纱布代替研磨器械；一台老
式车床加上自制的夹具、钻头、刀杆，
就“胜任”了多个部件的内外加工。

没钢厂，钢材咋弄？“当时的厂
房是单拐腾出的陈氏祠堂，战士、村
民在村里同吃同住，他们就是‘底
气’。”王志豪说，战士们向敌人的火
车要材料，火车轴改成炮筒，火车
皮、火车弹簧改锻加工；群众不仅搬
回电线、铁轨，还拿出破铁锅、古铜
钱等材料物尽其用。

1946年春，“盖亮号”试射成功，
那声炮响到现在还“回荡”在单拐村。

“这是村里口口相传的故事，先辈们激
动地抱在一起，杀猪宰羊送到兵工
厂。”村民陈茂修说。

那声炮响不会
消散。正如战火中淬
炼出的强国强军梦，
只会在自力更生、独
立自主的发展之路
上走得更远。③6

本报讯（记者 谭勇）3月 22日，记
者从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了解到，深入
实施百城建设提质工程，我省又有大
动作。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日
前印发了《河南省深入实施百城建设
提质工程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三年行
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

三年行动都确定了哪些重点任务
呢？《行动计划》提出建设“六个城市”，
即宜居城市、生态城市、精致城市、人文
城市、安全韧性城市和文明城市。具体
而言，围绕建设宜居城市，补齐城市建
设短板；围绕建设生态城市，推进蓝绿
空间修复提升；围绕建设精致城市，推
进城市管理科学化、智能化、精细化；围
绕建设人文城市，推进历史文化和自然
景观保护利用；围绕建设安全韧性城
市，提高安全保障能力；围绕创建文明
城市，努力提升城市建设内涵。

根据《行动计划》确定的主要目
标，到 2023 年，城市基础设施突出短
板基本消除，人居环境进一步改善，城
市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城市风貌特
色进一步彰显，城市文明程度得到新
提升，城市安全保障能力明显增强，人
民生活更加美好。郑州都市圈、洛阳

都市圈建设成效明显，区域中心城市
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县级城市普遍优
化提升。城市人均道路面积达到 17
平方米，城市建成区绿地率达到38%，
供水普及率、污水处理率、燃气普及率
在省辖市（含济源示范区，下同）城区
和县级城市分别达 98%以上、90%以
上，省辖市城区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
达95%以上，完成8000个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30%以上县级城市达到省级
安全发展示范城市标准。

在推进措施方面，《行动计划》提
出，坚持示范带动，积极开展文明城市、
卫生城市、节水型城市等创建示范活
动；各地结合实际探索打造智慧、低碳、
宜居、宜业的城市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培育一批“安全、整洁、有序、智能”的示
范城市、示范街区、示范项目、达标街
道，引领带动全面提升。同时加强要素
保障，各地城镇年度新增建设用地计划
指标对百城建设提质工程项目倾斜。

此外，为确保三年行动取得实效，我
省还将强化考核评价，完善评价办法和
标准体系，加强实绩实效核查，开展年度
分类和综合考核评价，对工作成绩突出
的市县、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奖励。③8

习近平同金正恩互致口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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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实施百城建设提质工程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我省出台三年行动计划

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后，要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接续推动脱贫地区发展和乡村全面振
兴。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重大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
政的突出位置，作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的重点任务，纳入“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出一
系列重大部署和安排，全面打响脱贫攻
坚战，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
问题即将历史性地得到解决，脱贫攻坚
成果举世瞩目。到 2020年我国现行标
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贫困
县全部摘帽、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
决。“两不愁”质量水平明显提升，“三保
障”突出问题彻底消除。贫困人口收入
水平大幅度提高，自主脱贫能力稳步增
强。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
经济社会发展明显加快。脱贫攻坚取

得全面胜利，提前 10 年实现《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实
现了全面小康路上一个都不掉队，在促
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
坚实一步。完成脱贫攻坚这一伟大事
业，不仅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要
里程碑意义，更是中国人民对人类文明
和全球反贫困事业的重大贡献。

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充分展现
了我们党领导亿万人民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伟大奇迹，充
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
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脱贫攻坚的伟
大成就，极大增强了全党全国人民的
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增强了全党全
国人民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

这些成就的取得，归功于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习近平
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挂帅、亲自督战，
推动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
归功于全党全社会众志成城、共同努力，
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省市
县乡村五级书记抓扶贫，（下转第四版）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

（2020年 12月 16日）

没有大炮 我们自己造

尹弘在全省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科学周密安排、规范有序推进
全省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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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行动计划部分主要目标 到2023年

◎城市基础设施突出短板
基本消除

◎人居环境进一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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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都市圈、洛阳都市圈
建设成效明显

◎区域中心城市
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县级城市普遍优化提升

◎城市人均道路面积达到
17平方米

◎城市建成区绿地率
达到 38%

◎省辖市城区生活垃圾分类
覆盖率达 95%以上

◎完成 8000个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30%以上县级城市达到
省级安全发展示范城市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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