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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8月 13日电 由

中宣部指导，中华书局、学习出版

社、党建读物出版社、接力出版社

等单位共同编撰的“中华人物故事

汇”系列丛书日前在京发布。

该丛书分为“中华先锋”“中华

先烈”“中华先贤”“中华传奇人物”

四个系列，分辑分类汇编了从古至

今中华民族杰出人物事迹。

中宣部印刷发行局局长刘晓

凯在该丛书首发式暨“礼先贤、敬

先烈、学先锋、育新人”主题读书活

动启动仪式上表示，丛书主要面向

大众读者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突出

导向性、思想性和文学性、可读性，

旨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学习生活，传承红色基因，努力培

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活动现场，中宣部和出版社向

部分中小学校教师代表赠送了“中

华人物故事汇”系列丛书。为更好

地在青少年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
相关出版单位在系列图书基础上

推出了校园馆配版本，编辑印制了

《领读者手册》以方便教师指导学

生阅读。同时，开发了“领读者网

站”，组织开展校园主题阅读活动，

各地读书活动的优秀案例可即时

分享。

据介绍，该丛书目前已出版发

行首批 50 种，下一步还将组织分

批推出第二辑、第三辑，计划到

2021年推出 310种，在全社会特别

是广大青少年中形成“见贤思齐、

崇尚英雄、争做先锋”的良好氛

围。⑥6

“中华人物故事汇”系列丛书首发

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本报讯 （记者段 平 实习生

杨 会）8 月 13 日，市第一届创业

创新大赛暨第三届“豫创天下”

创业创新大赛南阳分赛初赛拉开

帷幕。

本次大赛由市人社局联合市

发改委、市教育局、市科技局、市总

工会等多部门共同举办，大赛主题

是“创响新时代 南阳更出彩”。此

次创业大赛共报名 163个项目，通

过资料评审，有 65 个项目进入初

赛。大赛分为创业组和创新组两

个组别进行。比赛现场，各位参赛

选手紧紧围绕创业项目本身，从创

新示范引领性、社会价值、团队成

员、发展现状和前景等方面出发，

紧密结合项目实际情况展示项目

内容。创业组前 6名和创新组前 4
名将进入决赛，同时评选出创业组

优秀奖 10 名和创新组优秀奖 6
名。初赛结果将于 8月 14日上午

公布。

据市人社局相关工作人员介

绍，为提升大赛的层次和影响力，

组委会邀请了 6名知名创业研究、

创业服务机构的专家及南阳大众

创业导师，组成咨询专家组，负责

大赛不同阶段的方案策划、效果评

估、引导社会支持、遴选协调评委

等工作。⑥3

举办两项大赛 助力创业创新

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

治州三穗县的将军广场旁，有一座

杨至成将军纪念馆，展示着杨至成

的传奇人生和为解放军后勤工作

努力奋斗、积极开拓的经历。这里

已成为三穗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前来瞻仰革命先辈、重温红色历史

的人络绎不绝。

杨至成，1903年生，贵州三穗

人，侗族。1923年在重庆加入川滇

黔联军，任营军需官。1926年春考

入广州黄埔军校第 5期，同年加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春

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转入中

国共产党。曾参加反击叛军夏斗

寅部的战斗。后被派到贺龙任军

长的国民革命军第 20军任连政治

指导员，参加了南昌起义。1928年
1月参加湘南起义，在作战中右腿

受伤。同年 4月随朱德、陈毅到井

冈山，任工农革命军（后称工农红

军）第 4军 28团连长，在反“进剿”

作战中腹部受伤。后兼任留守主

任，在反“会剿”的困难条件下，负

责伤病员管理工作，解决给养和医

药供应。

1929年 3月，杨至成任红 4军

副官长、红 12军副官长、中央军事

政治学校校务部部长，中央革命军

事委员会总经理部兼红军总兵站

主任、总供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

组织兵工、军需、医药生产和物资

供给，并创办后勤学校，培养后勤

干部。

1934 年 10 月，杨至成参加长

征。1935年 1月遵义会议后，任中

革军委先遣工作团主任。到达陕

北后，任红一方面军后勤部部长，

军委后勤部部长兼红军前敌总指

挥部总兵站部部长。

全国抗战爆发后，杨至成任中

央军委总供给部部长兼黄河两延

（延长、延川）卫戍司令员、抗日军

政大学校务部部长。1938年冬因

病到苏联就医，后进入苏共远东局

党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6
年 1月回国后，任东北民主联军总

后勤部政治委员，先后在佳木斯、

哈尔滨、牡丹江、齐齐哈尔和鸡西

等地组织领导军工生产。

1948年，杨至成任东北野战军

军需部部长，大力组织扩建军需工

厂、兵站、医院和仓库，为部队进行

辽沈、平津战役提供了强有力的物

资保障。1949年起任华中军区、中

南军区军需部部长，中南军政委员

会轻工业部部长，中南军区第一副

参谋长兼后勤部部长，人民解放军

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军事科学

院副院长兼院务部部长，高等军事

学院副院长等职，为军队现代化正

规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1955
年杨至成被授予上将军衔。1967
年 2月 3日在北京病逝。

杨至成是贵州省唯一的新中

国开国上将，他的家乡人民以他为

豪。家乡人民缅怀他、纪念他，在

杨至成将军诞辰 100周年、110周
年，贵州省、黔东南州、三穗县

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八一

电影制片厂还根据他的事迹拍摄

了“共和国名将系列”电视片

《杨至成火线供给》，反映了他领

导后勤工作，为革命战争胜利做出

的突出贡献。⑥4 （据新华社）

杨至成：

解放军后勤工作的“开拓者”

杨至成像 （资料照片）

本版编辑 田 巍 韩 冰 实习生 李鲲鹏

为持续打好打赢环境污染防

治攻坚战，进一步改善提升我市水

环境质量，经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

战领导小组办公室研究，决定在全

市范围内实行水污染防治管理“十

禁止”：

1.禁止向河道、水库排放、倾

倒有毒有害物质，清洗储存有毒有

害物质的容器。

2.禁 止 向 河 道 、水 库 倾 倒 生

活、建筑垃圾及人畜粪便。

3.禁 止 将 各 类 垃 圾 、餐 饮 泔

水、污水排入城镇雨水管网。

4.禁 止 在 河 道 禁 采 区 采 砂 、

开挖。

5.禁止在禁养区、水源保护区

内建设畜禽养殖场。

6.禁止养殖废水、粪污未经处

理排入水体。

7.禁止工业废水、污水处理厂

出水不达标排放。

8.禁止利用渗井、渗坑、暗管

等形式偷排废水。

9.禁止违法违规在河道、水库

设置排污口。

10.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

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

垂钓、洗衣等活动。⑥4

水污染防治“十禁止”
“双创双建”再出发 幸福南阳启新程
创全国文明城市 创国家森林城市 建全国健康城市 建世界月季名城

本报讯 据河南日报消息，8月
13日，记者从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

有限公司了解到，即日起，郑万铁

路郑州东至邓州东段正式开始联

调联试，综合检测列车和检测确认

列车将同步上线检测，标志着线路

开通进入倒计时。

据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联调联试的

目的是在新线工程静态验收合格

后，通过综合检测列车和检测确认

列车，以动态检测对各系统及相关

系统间接口、匹配关系进行综合测

试，评价和验证牵引供电、接触网、

灾害监测等系统的性能或功能，验

证轨道、道岔、路基、桥梁、隧道等结

构工程的适用性，评价相关设备设

施是否满足相关标准的要求，为全

线各业务系统和整体系统的调试、

优化提供技术支持，使各系统和整

体系统的功能及性能达到标准要

求，为开通运营提供重要技术保障。

郑万铁路为双线高速铁路，正

线设计速度目标值为 350 公里/小
时。位于豫、鄂、渝三省市境内，北

接京广、徐兰客专，与陇海、登杞、

石武、京广、禹亳、平禹、孟平、宁

西、汉丹等路网干支线相交，南端

连接万州，并通过渝万客专达重

庆 。 河 南 省 境 内 正 线 长 度 约

350.8公里，设郑州东（既有站）、郑

州南、长葛北、禹州、郏县、平顶山

西、拐河北（越行站）、方城、南阳

东、邓州东 10个车站。

据了解，河南省境内徐兰、京

广高铁已经开通运营，郑太、郑济

铁路建设正在有序推进，伴随着郑

万铁路的开通倒计时，河南“米”字

形快速铁路网正在逐渐铺开，对于

完善全国路网结构，提升郑州全国

性综合交通枢纽地位，助力河南更

加出彩意义重大。⑥2

郑万铁路河南段开始联调联试
沿途设 10个车站，设计时速 350公里

根据《南阳市数字化城市管理

实施办法》《南阳市数字化城市管

理工作考核奖惩实施办法》《南阳

市县级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平台

考核评分办法》，数字化城管综合

考评成绩已列入市委、市政府绩效

目标考核。

7 月份，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监

督指挥中心共受理中心城区各类

城市管理问题 40660件（其中 12319
城管热线受理问题 974件），有效立

案 38259件，当月应结案 36415件，

当 月 结 案 34421 件 ，结 案 率

94.52%。当月中心城区城市管理

突出问题为：乱贴乱画、暴露垃圾、

乱堆杂物、可移动广告牌、店外经

营、占道经营、沿街晾挂晾晒、绿

地、积存垃圾渣土、道路不洁（污

渍、积泥、污水）等十大问题。⑥1
现将 7月份数字化城市管理各

责任主体绩效考评及排名情况通

报如下：

南阳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

关于 2019年 7月份数字化城市管理
各责任单位绩效考评及排名情况的通报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单位
宛城区
卧龙区
高新区
示范区

综合得分
83.66
78.67
75.83
54.27

未结案数
1618
1734
758
5203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倒数第三名
倒数第二名
倒数第一名

单位
方城县
西峡县
镇平县
南召县
内乡县
唐河县

综合得分
94.53
74.90
72.13
58.78
50.65
46.51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倒数第三名
倒数第二名

倒数第一名（两个单位）

单位
市城市管理局

市公安局
市交通运输局

市体育局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市林业局

综合得分
92.32
81.02
74.89
63.05
56.12

0
0

未结案数
12
34
1
2

898
1
1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倒数第三名
倒数第二名
倒数第一名

部门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南阳供电公司

北控南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南阳市分公司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南阳市分公司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基地

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南阳车务段

综合得分
87.17
85.64
81.26
33.86
5.13
0

未结案数
11
2
6
2
12
73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倒数第五名
倒数第四名
倒数第三名
倒数第二名
倒数第一名

单位
宛城区五里堡街道
卧龙区七里园乡
宛城区溧河乡
卧龙区蒲山镇
卧龙区王村乡

卧龙区光武街道
宛城区新华街道
示范区白河街道
卧龙区车站街道
示范区枣林街道

综合得分
93.24
91.93
90.44
90.04
88.05
65.42
65.05
65.01
64.13
62.01

未结案数
0
2
1
0
4

140
206
95
52

1052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部门
宛城区城管大队
卧龙区城管大队
高新区城管大队
示范区城管大队

综合得分
90.97
82.61
81.71
64.21

未结案数
285
388
80
625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部门
宛城区环卫站
示范区环卫站
高新区环卫站
卧龙区环卫站

综合得分
100
99.82
99.41
98.56

未结案数
0
0
0
0

8月 13日，高速综合检测列车驶出郑州东站 新华社 发

一、中心城区四区政府（管委会）排名情况

二、县市政府排名情况（共 11个，只排前三名后三名）

三、参与排名的市直责任单位（共 15个，只排前三名后三名）

四、参与排名的专业部门（共 15个，只排前三名后三名）

五、中心城区乡镇政府、街道办排名情况（共 25个，只排前
五名后五名）

六、中心城区四区城管大队排名情况

七、中心城区四区环卫站排名情况

●不得利用公益慈善活动传教

●藏传佛教教职人员在内地从事宗教活动须经省级宗教部门

备案

●为违法宗教活动提供房屋场地或工具用品要受到处罚

宗教政策法规宣传语

本报记者 马 哲

末伏“秋老虎”发威，面对暴晒

和炙烤，很多市民选择“宅”在家中

点外卖，这也让外卖员们应接不

暇。记者日前走上街头，感受了一

把高温下外卖小哥们紧张忙碌的

工作状态。

上午 10点 20分，记者在市城区

广场南街看到，有很多外卖小哥在

路边等候。一顶安全帽、一辆电动

车、一个快递箱成了上岗的标配。

今年 28岁的小周就在其中。个头不

高、皮肤黝黑的他不停刷新着手机

里的接单系统。小周告诉记者，他

们基本上从上午 9点半开始工作到

下午 2点多。中间休息一下，下午 4
点工作到晚上 9点，平均一天能有

40～50单的外卖任务。这几天，随

着气温升高，各个商家的外卖订单

都处于暴增状态，小周和同事们每

天都要送五六十单的外卖。

美团外卖一站点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 :“持续的高温天气，使得

我们区域站点的订单量暴增。订单

种类也发生变化，冰淇淋、小吃零

食、饮品等出现明显上涨趋势。在

‘烧烤模式’持续的情况下，我们站

点为骑手们购买了绿豆汤、冷饮、药

品等消暑用品，还联合了部分商家

为骑手提供休息处和饮水点，并为

他们发放相应的高温酷暑补贴。”

记者算了一下，当天中午，小

周共送了 26份外卖。像小周一样，

每天穿梭在城市里的外卖小哥还

有很多。他们用汗水和辛劳服务

着这座城市。我们要为烈日下奔

跑的外卖小哥们点赞。⑥2

高温下的坚守——

外 卖 小 哥 送 餐 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