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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学习教育
宣讲团在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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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静）4月 20日，
2021 年河南省知识产权宣传周活
动启动仪式在郑州举行。

副省长何金平出席仪式并为河
南省第二届专利奖部分获奖企业颁
奖。

据悉，今年4月 26日是第 21个
“世界知识产权日”，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省知识产权局）围绕“全面加强知
识产权保护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这
一主题，于4月 20日至 26日在全省
组织开展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

近年来，我省知识产权创造能力
稳步提升。专利奖方面，在第二十一
届中国专利奖的评选中，我省共有
23项专利获奖，其中专利金奖2项、
专利优秀奖20项、外观设计优秀奖1
项，获奖数量实现连续5年增长。我
省积极开展省级专利奖评选工作，去
年开展的第二届河南省专利奖评选
活动，共评出特等奖 1项、一等奖 5
项、二等奖18项、三等奖25项，有力
引领带动了全省企业对知识产权的
创造、运用和保护。③5

本报讯（记者 周晓荷）4 月 20
日，副省长霍金花到郑州市调研民
办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工作。

霍金花先后来到郑州工商学
院、中原科技学院，走进校内实验
室、众创空间、实践基地等场所，围
绕专业设置、产教融合、招生就业等
话题与师生深入交流。

霍金花强调，民办高等教育是
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要
坚持党对民办教育的领导，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涵养学生家国情

怀，培养“又红又专”的高素质技术
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要
把理想信念教育摆在首要位置，结
合实际加强改进思政教育，提高学
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
感；要着眼于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
推进专业课程、育人方式改革，推动
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培养高度融
合；要坚持知行合一、工学结合，深
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用好用足国
家政策，为打造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培养体系贡献力量。③4

本报讯（记者 李虎成 成利军 河南报
业全媒体记者 任娜）4月 20日，省级百年党
史百姓宣讲团先后走进济源市、新乡市的企
业和农村，从百姓视角、用百姓语言，生动地
宣讲党史。

在位于济源市的河南豫光金铅集团，
宣讲团成员、南阳农业职业学院院长孔国
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以“从‘小小红船’到

‘巍巍巨轮’的血脉基因”为题，从“教科书、
必修课、营养剂”的六个密码，“站起来、富
起来、强起来”的奋斗历程，“守初心、担使
命、定信仰”的真谛等三个方面，为干部职
工阐述了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中国
共产党百年奋斗的辉煌历程、历史贡献与
宝贵经验。干部职工纷纷表示，通过聆听
宣讲，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有了更

加全面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要更加扎实地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将学习成效转化为工
作实效。

“家里的老人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
今的生活真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在新
乡市牧野区王村镇牛村，宣讲团成员、冀
鲁豫边区革命根据地旧址纪念馆讲解办
副主任刘莹莹的话，引发了村民们的感
慨。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讲到现行标准
下近 1 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从为人
民服务的张思德讲到舍小家为大家的“时
代楷模”黄文秀，刘莹莹还讲述了冀鲁豫
边区军民齐心协力抗日的历史，让大家了
解了为什么党能够赢得老百姓的拥护和
爱戴，也让大家更加感受到幸福生活的来
之不易。③5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
业全媒体记者 成安林）4月 19日至
20日，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孙守刚
在焦作市调研民族宗教和民营经济
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民族宗教工作的重要论
述，着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着力推动我国宗教中国化，同心合
力共筑繁荣发展新局面，为全省高
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邘新社亲”民族团结优秀典型
在中原大地传承 500 余年，是全省
乃至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的一张闪亮
名片。孙守刚深入博爱县大新庄村
委、大新庄学校、西关警务室和沁阳
市邘邰中心小学等地，与村“两委”
负责人、少数民族群众代表、社区民
警和学校教师亲切交谈。他指出，

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
线，向各族群众讲清楚我们都是中
华民族，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
庭的成员，都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
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
发展，共建美好家园。在博爱县西
关清真寺和沁阳市清真北大寺，孙
守刚强调，要积极推进我国宗教中
国化，大力宣传党的宗教工作方针
政策，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广大信
众牢固树立国法大于教规等理念，
始终做到爱国爱教、正信正行。

调研期间，孙守刚还深入海华纺
织、天鹅型材和超威正效电源等民营
企业调研“两个行动”开展情况，强调
要帮促民营企业强信心、开新局，为
全省大局作出更大贡献。③6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同心共筑繁荣发展新局面

我省启动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

涵养家国情怀 培养大国工匠

回顾百年历程 践行初心使命

4月20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荣光号”亮相郑州东站西广场，成为网红打卡点，吸引不少旅客拍照留念。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我为群众办实事

本报讯（记者 李英华 陈小平）
伴随着《东方红》悠扬的旋律，二七
纪念塔整点报时的钟声准时响起，4
月 20日上午 9时，由河南日报报业
集团联合共青团河南省委举办的

“精神高地青年说”系列活动启动仪
式在郑州二七广场举行。

面对党旗、团旗重温入党誓词、
入团誓词，满怀深情歌唱“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新中国”，进入二七纪念馆
找寻红色记忆、体味初心滚烫……
来自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的青年党报
记者和郑州轻工业大学的青年学子
代表一起打卡“精神高地”，从党史
中汲取成长营养，积蓄奋进力量。

“二七纪念馆里一张张珍贵的
老照片和老物件，让我对习近平总
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强调的‘当
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
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
任’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感受。”郑州

轻工业大学学生李定洲说，“作为新
时代青年，我们必须实学实干，让青
春在时代最好的舞台上闪耀。”

据悉，为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结合目前正在深入开展
的党史学习教育，河南日报报业集
团联合共青团河南省委共同推出《初
心——庆祝建党 100 周年特别报
道》之“精神高地青年说”系列活
动。从即日起，通过组织青年打卡
郑州二七纪念馆、焦裕禄同志纪念
馆、红旗渠纪念馆、愚公移山精神
展览馆、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
馆等“精神高地”，让更多年轻人厚
植 爱 党 、爱 国 、
爱 社 会 主 义 的
情感，让红色基
因、革命薪火代
代 传 承 。 相 关
报 道 本 报 将 陆
续推出。③9

打卡精神高地 扛起时代重任

“精神高地青年说”系列活动启动

扫码看视频

4月 20日，一只疣鼻天鹅带着 9只刚出生的宝宝，在郑州北龙湖湿地
公园游弋。⑨6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本报讯（记者 王平 史晓琪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王烜）4 月 20日，党史学习教
育省委宣讲团走进许昌市建安区、许昌学
院、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进行宣讲，引导广大
干部群众和青年学子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
想信念、敢于担当作为，从党史学习中凝聚
奋进力量，谱写出彩篇章。

在建安区，省委宣讲团成员、郑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刘吕红以“复兴之路
与理性之光：从百年党史学习中汲取智慧
和走向未来”为题，从如何把握中国共产党
百年党史的四个发展阶段、如何深刻理解

“四个自信”“四个意识”“两个维护”、如何
系统学习《中国共产党简史》等方面进行了
深入诠释。

随后，刘吕红来到许昌学院进行宣讲，
引导青年学生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在学思
践悟中筑牢理想信念，在知行合一中坚定初
心使命。

“昨天的辉煌成就今天的历史，今天的

奋斗续写明天的辉煌。”许昌学院党委书记
闫纪建说，我们将结合高校特点，充分挖掘、
利用好地方红色资源，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
的根本任务，切实承担起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的责任，引导广大青年学生更加自觉砥砺
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常怀为民之心、报
国之志，找到人生价值、奋斗方向，系好人生
的“第一粒扣子”。

省委宣讲团成员、郑州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教授冯聚才走进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作专题宣讲，他以“中国共产党百年来
应对挑战的伟大实践与历史启示”为主
题，从党在应对挑战中成长、成熟、强大，
党应对挑战的伟大实践和党应对挑战的
历史启示三个方面，用大量详实的史实和
资料进行了阐释和解读。

报告会后，冯聚才与思政课教师、辅导
员以及学生代表进行座谈交流，围绕党史学
习谈了切身感受和体会，并就如何在思政课
教学中用好党史进行了讨论。③4

坚定理想信念 谱写出彩篇章

□本报记者 田宜龙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

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曾经工作
生活过的中钢洛耐，到焦裕禄精神的重要发源
地中信重工，从参观八路军驻洛办事处纪念馆，
到观看专题影片《千顷澄碧的时代》……

4月 19日，洛阳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
满怀崇敬之情，把会场搬到现场，开展实地体验
式教学，感悟思想伟力，汲取党的光荣传统和优
良作风。

“如何更加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切实为
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带着问题，洛阳市委理论
学习中心组成员走进历史，寻找答案。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习仲勋在洛矿、洛耐工作和生活近 4年时间。
虽身处逆境，但他始终坚定对党的信念，想尽一
切办法为党多做工作。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现场教
学的第一站来到“不忘初心，信念永恒——洛耐
职工怀念习仲勋同志展览”，在特殊时期，习仲
勋同志仍信念不改、忠诚不变，矢志不渝关心发
展生产、关心干部群众，令大家深有感悟，认为
值得每一名党员学习传承弘扬。

洛阳是焦裕禄精神的重要发源地。1953
年，焦裕禄同志响应党的号召，来到洛阳矿山机
器厂，9年间与干部工人共同攻克生产难题。走
进焦裕禄事迹展览馆，大家边走边看，边听边
问，深情重温焦裕禄在洛矿的故事，感悟焦裕禄
全心全意为人民鞠躬尽瘁的初心。

“车间技术人员要做到‘三好’‘四快’”“只
抓工作不抓思想，是亏本生意；先抓思想带动工
作，是一本万利”“只恨自己力量太小、为党做的
工作太少”……不少人现场发出感慨，“焦裕禄
精神孕育形成在洛矿，在此更加深刻感受到了
焦裕禄同志‘三股劲’的不竭源泉和动力。”

“历史是最好的教材，深受教育、深受启发、
深受激励。”洛阳市委主要领导满怀深情地寄语，

“希望每一位党员领导干部都要带头学习出更加坚定的对党忠
诚、带头学习出更加深厚的为民情怀、带头学习出更加强烈的
使命担当、带头学习出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带头学习出更加
坚强的廉洁本色，使洛阳党史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要认真落实中央、省委部署要求，对表对标，扎实开展‘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坚持目标导向，突出问题导向，注重实际
效果，完成一批重点任务，落地一批重大项目，提升一批场域载
体，解决一批民生问题，办好一批民生实事，健全一批制度机
制，真正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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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涛 王延辉

暮春之初，谷雨时节，世界旅游进
入“郑州时间”，这座处于黄河之滨古老
而又现代的城市，再次向世界展示厚重
历史和时代风采。

4月 20日晚，雨声潺潺，霓虹灯把
变幻的色彩投向郑东新区如意湖湖面，
通体闪亮的“千玺广场”变换着“装束”，
迎接远道而来参加 2021中国（郑州）国
际旅游城市市长论坛的国内外嘉宾。

“太震撼了！没想到郑州的夜晚这
么漂亮。”初次来郑的菲律宾驻华使馆
参赞白艾文，边欣赏着郑东新区CBD的
夜景，边不停地用手机拍照。

“很惊讶，没想到位于中原腹地的郑

州这么有‘国际范儿’。”丽江市市长浦虹第
一次深度了解郑州，看到了魅力无限的新
都市。当晚，浦虹和参加论坛的嘉宾乘坐
画舫，经如意湖、过南北运河、抵达龙湖，再
赴造型如“城市之冠”的中原科技城投资促
进中心，考察中原科技城规划建设情况。

此次论坛，包括世界 5大旅游组织
在内，线上线下共有 458 名嘉宾参与。
在接下来的 3天时间里，嘉宾们将通过
一系列活动，围绕构建“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旅游发展新格局交流研讨、考察学
习，分享先进旅游发展理念，共促国际
旅游城市合作发展。

在会见来豫参加论坛的嘉宾时，省委
常委、宣传部长江凌说：“举办这次论坛，
是我们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也是
加快推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积极融入新
发展格局的具体举措。”省委常委、郑州市
委书记徐立毅向嘉宾们发出邀请：“作为

‘黄河文化月’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坛为国内外旅游城市搭建一个沟通交
流合作的平台，希望与会嘉宾多走走、多
看看，为郑州发展多提宝贵意见。”

“中国控制住了疫情，当前中国旅游
市场加快复苏，这为疫情时期世界旅游
业恢复发展提振了信心。”在参加会见
时，塞拉利昂驻华大使欧内斯特·恩多马
希纳的话得到了嘉宾们的一致认同。

据悉，本届论坛是疫情发生后我省
举办的第一个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文
化旅游活动，原计划在 2020年举办，受

疫情影响延至今年。省文旅厅相关负
责人介绍，2008年河南举办了首届中国
（郑州）世界旅游城市市长论坛，并确定
论坛两年举办一届，会址设在郑州，如
今已成功举办了六届，先后有数百位国
际旅游城市市长相聚郑州、共谋发展。

“每次来郑州，都能看到新变化。”
珠海市市长姚奕生在考察中原科技城
规划建设时说，“整个城市越来越大气，
文化气质越来越好，生态环境也越来越
优，生活在这样的城市一定很舒心。”

伴着小提琴的悠扬旋律，嘉宾们在
中原科技城投资促进中心 360 度玻璃
环廊，欣赏郑州的美丽夜景，感受这座
城市发展的蓬勃活力，对即将开幕的国
际旅游城市市长论坛充满期待……③5

“国际郑”秀全球
世界旅游进入“郑州时间”

“坐着高铁看河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