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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群众办实事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您好，我要为平顶山市新华区政务服务中心设立的‘办
不成事’反映窗口点赞。”记者接到读者袁先生的电话。

原来，袁先生并不是新华区辖区居民。“我给孩子
办理转档案关系，但我们那儿的政务服务中心大厅说
不归他们管，我就多问几个政务大厅试试。”于是，他找
到了新华区政务服务中心。

看到袁先生一脸着急，接待人员一边安慰他，一边
了解事情原委，并启动了“办不成事”窗口服务功能，指
派新华区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工作人员张新安陪
同袁先生到相关部门办理，事情最终得到解决。

5月12日，记者来到新华区政务服务中心，大厅里
的“办不成事”反映窗口首先映入眼帘。据了解，党史学
习教育开展以来，新华区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以

“党建引领奋勇争先”为抓手，于3月底在政务服务中心
大厅内创新开设此窗口，专解市民办事过程中遇到的

“疑难杂症”。
据介绍，企业和群众在新华区政务服务中心提交申

请材料后未能实现受理、审批，或遇到多次来中心未能解
决问题等情况时，可以直接向这一窗口提出问题建议。

对于窗口汇总的“办不成事”问题，该中心成立工
作专班，与“办不成事”事项所属部门沟通确认、协调督
促解决，增强群众办事便捷度、友好度，破除阻碍群众
办成事的隐性壁垒，确保类似问题不再出现。③6

本报讯（记者 孔学姣）“‘小个专’企业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还要落脚到为群众办实事上。”5月11日，“小个
专”党建先进典型巡回宣讲活动启动仪式暨首场宣讲
在许昌市举行，对“小个专”领域的党员、群众、出资人、
党组织负责人开展面对面宣讲。

“小个专”是指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专业市场。
日前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的2021年小微企业个体工
商户专业市场党建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发布的数据显
示，截至去年年底，全省“小个专”党组织已达13140个、
党员98497名。但“小个专”党员个体差异较大且流动
频繁，如何才能将党史学习教育有效覆盖这一群体？

“简单而言就是建平台、树典型，在摸清党组织、党员
基本信息的基础上，依靠典型带动，让党史学习教育得以
扎实推进。”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

目前，全省市场监管系统非公党建智慧平台已基
本建成，12000余个“小个专”党组织和近 60000名党
员纳入系统管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过去“小个专”
党组织统计口径不一致、精准度不高的问题。

有了这一平台，更多党员从“隐形”走向“显形”，党
史学习教育也从“有形覆盖”迈向了“有效覆盖”，党员
可以方便地学党史知识、看政策文件，也可以分享工作
中的好做法、好创意。③6

“经多年配套建设，红旗渠灌区共有干渠
分干渠10条、支渠51条、斗渠290条，形成了
54万亩的红旗渠灌区。”红旗渠灌区管理处
灌溉科科长万广周说，红旗渠被林州人民称
为“生命渠”和“幸福渠”。

红旗渠自 1965 年 4月开始从浊漳河引
水，到 2020 年年底共引水 130 亿立方米。
1992年以来，国家和各级政府累计投资 2.67
亿元对红旗渠进行防渗除漏技术改造、续建
配套和节水改造。

近年来，随着林州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用水量不断增大，为解决用水供需矛盾，林州

市实施了一批重点民生水利项目。
“目前，我市正在实施南水北调西部调水

和林州市第三水厂改扩建工程，项目完工后，
每年可向林州市供应高品质的‘丹江水’
4000万立方米。同时，日引水量约 3万立方
米的中南铁路排水隧洞引水工程也在积极推
进。两项引水工程与红旗渠将有效解决林州
市生活、生产、生态用水。”林州市水利局党组
成员牛永刚介绍。

有红旗渠和南水北调工程助力，多重水
源润泽林州，这颗太行明珠在新时代必将更
加熠熠生辉。③6

打好 攻坚战污染防治

河南公布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交办第二十六批群众举报件办理情况

□本报记者 高长岭
本报通讯员 李乐乐 常菲菲

立夏后不久，在林州市红
旗渠青年洞前，一群学生在举
行研学活动，游客也是络绎不
绝。

半个多世纪来，红旗渠水
一直静静流淌着。其中流淌着
的红旗渠精神早已辉耀中国，
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自力更
生、奋斗不止。

在林州市区，抬眼一望，就是巍巍太行。
“历史上，林县十年九旱，水贵如油。”在

红旗渠纪念馆，红旗渠灌区管理处工作人员
申晓宇在给游客讲解。她一家三代都与红
旗渠结下深深的情缘，爷爷建设，爸爸管理，
如今她负责宣传。

新中国成立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林
县（后改为林州市）开始大办水利。1957
年，林县县委提出了“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
战斗口号，一批中小型水库开工建设，为建
设红旗渠打下了基础。

1960年 2月 11日，引漳入林工程正式
开工。饱受缺水之苦的林县人民焕发出极
大的热情，3.7万名民工自带干粮和工具赶
往工地。当年3月，林县县委决定将工程改
名为红旗渠工程。

红旗渠从浊漳河引水，引水口位于山西
省平顺县石城镇侯壁断，从渠首到分水闸是
长 70.6 公里的总干渠，落差只有 10.31 米，
这就要求渠道必须沿着太行山半山腰修建。

施工难度可想而知。“如果没有共产党，
就不会有红旗渠。”当年参加建设红旗渠的
郝顺才说。

在建设红旗渠的过程中，涌现出一批劳
动模范，他们的精神至今激励着世人。

开山离不开炸药，爆炸过后，松动的石块
随时会坠落，必须及时清理。林县任村镇古
城村农民任羊成，就是负责这项工作的除险
队队长，他腰系大绳，凌空除险，被誉为“飞虎
神鹰”。在虎口崖除险中，一块石头把他三颗
牙齿撞落，鲜血直流，他忍痛完成任务才从悬
崖上下来。

“我父亲在工地上因为保护群众，不幸
被飞石击中去世。”张买江回忆，父亲去世
后，妈妈又把他送上工地，那年他才 12 岁。
妈妈担心他想家，送行时激励他“引不来
水，就不要回家”。他人小志气大，不怕苦，

不怕累，很快学会了沿山点炮。在 1966 年
4月 20日的庆祝红旗渠三条干渠通水典礼
大会上，他作为红旗渠建设特等模范受到
表彰。

林县人民为红旗渠付出了巨大牺牲。红
旗渠工程总投资 6865.64 万元，县内投资占
了85%，建设中有81名群众和干部献出了宝
贵生命。十年奋战，林县人民终于修成了总
长1525.6公里的“人工天河”。

“红旗渠精神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时
代精神，它的内涵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
团结协作、无私奉献，其核心就是奋斗精神。
红旗渠精神永不过时。”红旗渠干部学院特聘
讲师周锐常说。

太行绝壁修干渠

奋斗精神励后人

多重水源润林州

“办不成事”反映窗口
专治办事“难症”

“小个专”党员
有了学党史新阵地

□本报记者 史晓琪

学好党史教科书、修好党史必修课、
用好党史营养剂。2月 20日党史学习教
育动员大会在北京召开以来，我省高校
不断丰富内容、创新形式、挖掘内涵，将
党史学习教育融入思政课堂，让青年学
子从党史中明晰人生方向、汲取奋斗力
量，自觉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
家事业之中。

铸魂育人
党史学习教育融入思政课堂

4月2日，河南日报·顶端新闻“记者带
你进校园”——庆祝建党100周年大型系
列直播活动走进郑州大学，首场直播聚焦
周荣方老师主讲的思政课《什么是幸福》。
讲到焦裕禄书记魂归兰考那一幕时，她哽
咽落泪。获赞无数的周荣方深情地说：“火
的不是我，是焦裕禄书记的精神、魅力太打
动人了，是优秀共产党员为民办实事的炽
热情怀太打动人了。”

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故事，讲好
身边优秀党员的时代故事，已成我省高
校思政课堂的一项核心内容。

河南大学将党史学习教育融入思政
课堂，同脱贫攻坚、戍边英雄精神学习、疫
情防控等时政热点相结合，推出特色教学
内容，重点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河南革命
史，用大别山精神、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
神、南水北调精神等铸魂育人。

在兰考校区，郑州工商学院将思政
课教学重点聚焦“焦裕禄精神”，引导学
生从兰考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中感受拼
搏的精神，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中继
承坚定的信仰，从时代赋予的使命中找
准人生的坐标。

创新形式
党史学习教育鲜活走心入魂

4月 27日，河南警察学院举办“长霞
式百名功模校友发布厅”启动仪式。任
长霞的儿子卫辰尧和“全国先进工作者”
郭智勇、郭爱玲等 6位学子被母校授予

“长霞式功模校友”。卫辰尧以《我眼中
的妈妈》为题，深情追忆了最美奋斗者、
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河南警察
学院毕业生任长霞的英雄事迹。

洛阳师范学院精心策划了“百年党
史”系列专题党课。“音乐厅里的百年党史”
采用“党史学习教育+艺术实践”的形式，
以史串歌，以歌叙史，将音乐艺术与党课有
机融合；“诗词里的百年党史”以“党史学习
教育+专业实践”为载体，选取不同时期具
有典型意义的革命先烈的经典故事和诗
文，让党史学习教育“声”入人心。

线上线下相结合，课内课外相结合，
我省高校立足各自特色，形式鲜活贴近，
党史学习教育在青年学子中走心入魂。

“学习历史是为了更好走向未来。我
们要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育人成
效，转化为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
力，助力‘十四五’发展起好步、开好局。”省
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郑邦山说。③9

让学子爱上党史思政课

左图：上世纪60年代修建红旗渠的场景 右图：红旗渠风景区 均为本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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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渠工程于 1960 年 2 月动工，至 1969 年 7 月支渠配套

工程全面完成。该工程共削平了 1250 座山头，架设了 152 座

渡槽，开凿了 211 个隧洞，修建各种建筑物 12408 座，挖砌土石

达 1515.82 万立方米。红旗渠总干渠全长 70.6 公里，干渠支渠

分布林州全境，灌区面积 54 万亩。这项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

工程，也锻造出了气壮山河的“红旗渠精神”。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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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中国石化洛阳石化公司职工
王俊英用一双巧手剪出《不忘初
心 砥砺前行》《奋斗百年路 启航
新征程》等剪纸作品，表达她对党
的热爱和祝福（5月10日摄）。⑨6
李卫超 王东亮 摄

巧手剪出
爱党情

学学党史党史 悟悟思想思想 办办实事实事 开开新局新局启航新征程启航新征程
百年路百年路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5月 3日，中央第五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向我省交办第二十六批135个群众举报
件。截至 5月 12日，已办结 96件、阶段性办结 38件、
未办结1件，查处和整改情况已按要求进行公开，具体
内容请查阅河南省人民政府网站、河南省生态环境厅
网站，各相关省辖市党报、政府网站。③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