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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广告

本报讯 （记者赵 倩 通讯员李海
根）春光旖旎，走进桐柏县吴城镇王宽店

村，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片整齐的茶叶苗、

一方方绿色无公害的板栗林、一块块纵

横交织的龙虾田、一条条干净整洁的水

泥路……

“我们村以前可不是这个样子，有山

山上空、水田薄收成、吃水沟下挑、坡陡

路难行，土路泥泞、村部破烂、产业单一，

贫困群众生活艰难。”谈起村里的变化，

王宽店村党支部书记吴传海说。

“蝶变”，源于市人社局的驻村帮扶。

2016 年，市人社局帮扶王宽店村。

该局党组高度重视，选派责任心强、务实

肯干的办公室副主任李海根担任驻村第

一书记，杨友新为驻村工作队长，并派驻

业务精湛的扶贫队员共同组成驻村工作

队。工作队广泛开展走访调研，第一时

间掌握了村情户情并多次召开村民大

会、村民代表会议、村组干部会议，确定

了“培育茶菇虾产业、助推产业扶贫，开

展技能培训、发展劳务经济，改善基础条

件、帮办民生实事”的发展思路。

市人社局从抓基础入手，先后帮助

该村修建公路 30.1公里、跨河桥梁两座、

以坝代桥 1座，组织村内主干道实施“四

好公路”提升改造。集中实施危房改造

21户，易地搬迁 7户。全村设计集中供水

8处，自来水达到户户通。

基础设施完善了，如何使群众稳定

增收也是一个“大考题”。市人社局党组

在认真调研后，决定利用驻村第一书记

资金 20 万元支持贫困户发展小龙虾养

殖，每户按照养殖面积进行 4000 元到

6000元补贴，共惠及贫困户 35户 97人，

发展面积 200余亩。目前全村养殖小龙

虾的贫困户有 53户，面积达 400余亩，户

均增收 8000元。向上争取项目支持，发

展茶叶种植 3000亩。依托王宽店村 5000
亩板栗，大力发展板栗产业。积极争取

农村集体经济项目，投资 120万元发展香

菇种植。目前王宽店村已初步形成茶

叶、板栗、香菇、小龙虾等长短结合的产

业经营模式。

经过一系列的帮扶“组合拳”，截至

目前，王宽店村贫困人口减少到 28户 37
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 1.24%。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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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郭方达

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有

一尊 10 余米高的白色纪念

碑，一名战士形象巍然而立，

望着前方。他注视的，正是引

滦入津工程的起点。

西流的滦水，就是一座流

动的丰碑。

天津地处九河下梢、渤海

之滨。上世纪 70 年代，天津

城市生活和工农业用水不足

现象日益突出。由于超量抽

取地下水，造成大面积漏斗

区，地面平均每年以 80 毫米

的惊人速度沉降。

1981 年 8 月召开的京津

用水紧急会议上，国务院决定

引黄济津。豫鲁冀三省人民

顾全大局，立即响应。

但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只有可靠的地表水源才

是最好的出路，引滦入津工程

雏形应运而生。

按工程规划，川流不息的

滦河水，自河北穿燕山余脉，

循黎河水道，自潘家口-大黑

汀水库流向于桥水库，跨越两

百余公里流入天津。

1982年 5月 11日，引滦入

津工程开工。

一湾水，将津冀两地紧密

相连。

“引滦精神就是为民造

福！”已经 90多岁的原铁道兵

第八师师长刘敏在接受采访

时说。

1982年 1月，刘敏所在的

原铁八师正式接到命令，参加

引滦入津工程。在寒冷的冬

季，部队仅用了不到两个月的

时间，就打开了进入各个斜井

口的通道，抢盖了临时住房五

万余平方米，比预计准备工期

快了 1个月。

1983年 9月 11日，甘甜的

滦河水流入天津。“吃水不忘

挖井人”——许多参与工程的

战士就此留下，成为天津人。

30多年过去，南水北调等

多重引水工程的实施，滦河水

已不再是天津唯一的用水来

源，但引滦精神及其区域协同

的治理经验，在津冀人民心

中，是一笔珍贵而永久的财

富。③4
（据新华社天津 4 月 14

日电）

“引滦入津”：

一座流动的丰碑

本报讯 （特约记者胡少佳 通讯

员李桂生）镇平县按照“稳产增收、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总体要求，采取

有力措施，打牢农业发展基础，增强

乡村振兴动能。

优化产业布局，立足区位和资源

优势 ,整体规划打造有机绿色农业

区、都市生态农业区、平原优质粮油

主产区、岗丘山地特色生态农业区等

四个功能区。持续完善南部平原 50
万亩基础设施提升工程，中部丘陵岗

坡区以 5万亩林果等节水农业为主，

兼顾花生、中药材等发展，北部山区

以食用菌、核桃、茶叶等特色产业发

展为主，逐步实现“粮满仓、果飘香、

水涵养”的生态镇平格局。

强化农业科技推广，以 11个基层

农技推广区域站为阵地，以服务全县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重点，大力推广

节水灌溉、配方施肥、绿色防控、统防

统治等技术和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

绿肥种植、深耕深松、测土配方施肥等

耕地质量提升手段，减少不合理化肥

投入，实现耕地质量的稳步提升。

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整合农

综开发、中低产田改造、土地治理、千

亿斤及小农水等涉农项目建设，完善

25万亩高标准粮田建设，到 2020年完

成 70万亩提升建设总任务，确保实现

粮食总产稳定在 10亿斤以上目标。

创新农业经营形式，深化三产融

合发展，以想念食品为龙头，建设集粮

食收储、加工、挂面生产、中央大厨房、

现代化智能仓储物流为一体的多功能

食品产业集聚区，将龙头企业、农户、

农业合作社联系起来，建立股份合作

制的农业经济共赢体，形成一个完整

的产业链，逐步实现以销定产、标准化

种植、优质化加工、品牌化销售，提高

农产品和食品附加值。③6

镇平优化农业产业布局

乡村振兴 步伐加快
本报讯 （特约记者董希峰 丰兴

汉）眼下，在唐河县产业集聚区，南阳

锦绣家具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派繁

忙。这个项目投资 1.5 亿元，现有四

条标准化全自动生产线，产品广泛应

用于各种家具制造、家居装修、商业

隔断等领域。这是该县狠抓项目建

设取得的成果之一。

唐河县委、县政府聚焦聚力“两

轮两翼”战略，重抓重推九大专项，把

项目建设作为稳增长、调结构、扩需

求、促转型、补短板、惠民生的重要抓

手，紧盯重点工作，持续发力，久久为

功，县域产业加速崛起。城建交通、

工业、农业、社会事业四大专项重点

项目强力推进，特别是以理文造纸为

标志的大个项目引进实现新突破，以

北京森雷博瑞、诺信腾达和重庆彩锦

纺织为代表的机械加工业集群、纺织

业集群招商取得新成果，森雷博瑞等

16个项目实现当年开工、当年竣工、

当年纳税，南商农科、东联变速箱等

一批本土企业实现裂变再生。

工业立县，风头正劲。唐河在全

国成立了 12个商会和旅台乡亲联谊

会，以大招商承接大转移，以大开放

促进大发展，以大企业为龙头、小微

企业为基础、高新企业为导向，以产

业集聚区为平台，全力打造“工业航

母”。到 2020年，有望形成机械电子、

农副产品深加工、矿产资源开发、新

能源产业四个百亿级产业集群。

抢抓商机，产业升级。唐河成立

了南阳市首家企业上市孵化基地，目

前，已有金桥实业、永福德不锈钢、渲

溢纯净水等 13家企业在深圳前海、中

原股权、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成功

挂牌，另有多家后备企业正积极筹备

挂牌，为县域工业转型升级、进军资

本市场奠定了坚实基础。③4

唐河重抓重推四个百亿级产业集群

工业立县 支撑有力

据新华社北京 4月 15日电 4月
16日出版的第 8期《求是》杂志将发

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

文章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不能没有灵魂。文化文艺工作者、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肩负着启迪

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的重要职

责，承担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

文培元的使命。

文章对做好新形势下文化文艺

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提出了四

点要求：第一，坚持与时代同步伐。

第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第三，坚

持以精品奉献人民。第四，坚持用

明德引领风尚。

文章强调，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70年砥砺奋进，我们的国

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无论是

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

史上，这都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

史诗。希望大家深刻反映 70 年来

党和人民的奋斗实践，深刻解读新

中国 70 年历史性变革中所蕴藏的

内在逻辑，讲清楚历史性成就背后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

度、文化优势，更好用中国理论解读

中国实践，为党和人民继续前进提

供强大精神激励。③8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

时下，我市小麦已进入抽穗扬花期，市农业部门积极行动，多措并举抓好以赤霉病为主的小麦重大病虫害统防统治工作，为夏粮丰

产丰收打好基础。图为宛城区农业部门利用无人机喷洒农药 ③7 通讯员 王林胜 摄

本报讯 （记者陈琰炜）4月 15日
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我市举办国

家安全宣传教育活动，旨在进一步提

高我市党政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群

众的国家安全意识、反奸防谍意识和

法治意识。市委书记张文深参加。

参加活动的市领导还有：曾垂

瑞、景劲松、张富治、刘树华、张明体。

当日上午 9时，张文深一行来到七

一路市委门前，道路两侧整齐地摆放着

内容丰富的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展板，

张文深认真观看展板并听取讲解。本

次国家安全宣传教育以《国家安全法》

《反间谍法》《情报法》《反恐怖法》《境

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军事设施保护

法》为主要内容，通过图片展示、法治

宣讲、发放资料等形式，开展灵活多样

的宣传，普及相关法律法规。本次活

动围绕总体国家安全观、法律条文、典

型案例、防范措施等四个部分，分层次

展示了国家安全呈现出的总体性、全

局性和复杂性等基本特征。

大家一致表示，国家安全是安邦

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

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要学习

好领会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对国

家安全观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牢

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切实增强国

家安全意识和能力，筑牢维护国家安

全的人民防线，全力做好维护国家安

全各项工作，共同铸就捍卫国家安全

的钢铁长城。③2

张文深等参加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

增强意识筑防线 维护安全保发展

抓喷防 保丰收

中 共 中 央 印 发《中 国
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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