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中共兴安盟委员会机关报

2019 年 9 月

20

星期五

日

农历己亥年八月廿二

总第 11444 期 今日 8 版

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强调

坚定信心埋头苦干奋勇争先
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来我盟开展《国旗法》执法检查
自治区人大执法检查组

新华社郑州 9 月 18 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近日在河南考察时强调，
要认真贯
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统筹做
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
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打好三大攻坚
战，
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
稳定，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在中部地区崛起中奋勇争
先，
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
章。
金秋时节，中原大地洋溢着丰收的
喜悦，
到处生机盎然。9 月 16 日至 18 日，
习近平在河南省委书记王国生、
省长陈
润儿陪同下，
先后来到信阳、
郑州等地，
深入革命老区、
农村、
企业等，
就经济社
会发展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情况进行考察调研。
大别山区的信阳市新县，是鄂豫皖
苏区首府所在地。16 日下午，习近平
首先来到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
瞻

仰革命烈士纪念碑、纪念堂，远眺英雄
根据地，诞生了多支红军主力，创造了
山上“红旗飘飘”主题雕塑。在纪念碑 “28 年红旗不倒”的奇迹。解放战争时
期，
这里是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的
前，
习近平向革命先烈敬献花篮并三鞠
落脚地。博物馆展陈了许多珍贵的革
躬，
深情缅怀为革命胜利献出宝贵生命
的英雄儿女。在纪念堂内，
习近平听取
命文物，习近平驻足察看，不时同大家
革命烈士事迹介绍，
高度评价他们的贡
交流，追忆峥嵘岁月。习近平强调，开
献。他强调，
这次考察第一站就是鄂豫
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党
员、
干部要多学党史、
新中国史，
自觉接
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
目的是在庆祝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
缅怀革命先烈， 受红色传统教育，
常学常新，
不断感悟，
告慰革命英灵。我每次到革命老区考
巩固和升华理想信念。革命博物馆、
纪
察调研，都去瞻仰革命历史纪念场所， 念馆、党史馆、烈士陵园等是党和国家
就是要告诫全党同志不能忘记红色政
红色基因库。要讲好党的故事、
革命的
权是怎么来的、新中国是怎么来的、今
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
事，
加强革命传统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
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就是要宣示
中国共产党将始终高举红色的旗帜，
坚
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
把红色基因传承
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把先辈们
好，
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参观结束后，习近平来到博物馆内
开创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接着，习近平来到鄂豫皖苏区首府
院，会见了当地红军后代、革命烈士家
革命博物馆，了解鄂豫皖苏区的革命
属代表，同大家一一握手问候。习近
历史。鄂豫皖苏区是中国共产党在土
平动情地说，今天我特地来看望大家，
地革命战争时期领导创建的根据地之
向大家和所有苏区红军后代、
革命烈士
一，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革命
家属表示亲切慰问。吃水不忘掘井人。

本报讯（何百玲）9 月 16 日至 18 日，自治区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廉素率执法检查组，对我盟
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情况开展执
法检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委员、盟人大工委
主任刘剑夕，盟人大工委副主任仲瑞珍陪同调
研并参加座谈会。
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突泉县、科右中旗、乌
兰浩特市的部分学校、机关、企业单位开展《国
旗法》执法检查。到突泉县调研扶贫工作推进
情况，并入户走访看望部分贫困户。同时听取
突泉县、
科右中旗化解有关信访案件汇报。
18 日，调研组一行组织召开座谈会，盟委委
员、副盟长孟文涛及盟委宣传部、盟司法局等相
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座谈。孟文涛向执法检查
组作我盟贯彻执行《国旗法》情况汇报。执法检
查组就相关部门在国旗升挂和使用方面的情况
进行了解，并就我盟在贯彻实施《国旗法》方面
存在的问题进行反馈和沟通。
廉素指出，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要在全社会普遍开展《国旗法》的
学习宣传教育活动，广泛普及《国旗法》知识，
不 断 提 高 干 部 群 众，特 别 是 青 少 年 的 国 旗 意
识，培养和激发大家的爱国主义精神，引导人
们养成尊重、爱护、正确使用国旗的良好习惯。
要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加大宣传力度，在全社
会营造贯彻执行《国旗法》的良好舆论氛围。
各级政府要对贯彻执行《国旗法》情况进行全
面自查自纠，盟、旗县市两级人大要按照自治
区人大的要求开展一次全覆盖的执法检查，对
违法、违规问题依法、及时进行处理，确保依法
规 范 使 用 国 旗。 各 级 政 府 要 对 贯 彻 执 行《国
旗法》工作加强监督管理，明确监管部门，形
成长效管理机制，使《国旗法》真正按规定落
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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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绝不能忘记革命先烈，
绝不能忘记
老区人民，要把革命老区建设得更好，
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要做好革
命老区、贫困地区的工作，保障好老区
群众生活，
让革命烈士含笑九泉。红军
后代、
革命烈士家属传承革命精神有说
服力和感染力，
要把先辈们的英雄故事
讲给大家听，讲给年青一代听，激励人
们坚定不移跟党走，
为实现美好生活而
奋斗。
新中国成立 70 年了，老区人民生
活怎么样？带着这份牵挂，
习近平乘车
来到新县田铺乡田铺大塆考察调研。
这是一个别具特色的传统村落，
依山傍
水，风景秀丽，中原文化、楚文化、徽派
文化在此交相辉映。近年来，
村里依托
红色旅游资源，发展起 20 多家创客小
店，
带动了村民脱贫致富。习近平沿着
村间小路，走进一家家创客小店，询问
手工艺品销路、民宿入住率、小卖部经
营等状况。他强调，
发展乡村旅游不要
搞大拆大建，
要因地制宜、
因势利导，
把

传统村落改造好、
保护好。
在“老家寒舍”民宿店，习近平仔
细察看服务设施，
同店主韩光莹一家围
坐在一起交谈。韩光莹告诉总书记，
他
是红军后代、革命烈士家属，近年来靠
乡村旅游实现了增收，
还带动乡亲们发
展民宿走上致富路。习近平听了十分
高兴。他指出，
依托丰富的红色文化资
源和绿色生态资源发展乡村旅游，
搞活
了农村经济，
是振兴乡村的好做法。
离开村庄时，乡亲们和游客们聚拢
在村口，
高声欢呼“总书记好！”
“习主
席好！”习近平微笑着向大家挥手致
意。看到人群中的小学生们，
总书记高
兴地走上前握握他们的小手、
拍拍他们
的脸颊，
勉励他们好好学习、
全面发展。
信阳市光山县位于大别山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是中央办公厅定点扶贫
县。17 日上午，习近平来到光山县槐
店乡司马光油茶园考察调研。在油茶
园展厅，
习近平仔细了解光山县发展油
茶产业、
推动脱贫整体情况。天空飘着

毛毛细雨，
油茶园绿意更浓。习近平同
正在劳作的村民和管理人员交流，
实地
察看油茶树种植和挂果情况，
询问乡亲
们家庭、
务工和收入情况。大家告诉总
书记，近年来，通过发展油茶种植加工
产业，贫困户摆脱了贫困，村民过上了
好日子。习近平强调，
利用荒山推广油
茶种植，既促进了群众就近就业，带动
了群众脱贫致富，又改善了生态环境，
一举多得。要把农民组织起来，
面向市
场，
推广“公司 + 农户”模式，
建立利益
联动机制，
让各方共同受益。要坚持走
绿色发展的路子，推广新技术，发展深
加工，把油茶业做优做大，努力实现经
济发展、
农民增收、
生态良好。
随后，习近平乘车前往光山县西南
部的文殊乡东岳村。该村原有建档立
卡贫困户 145 户 585 人，脱贫攻坚战打
响以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
2018 年全
村实现整体脱贫。习近平来到村文化
接待中心，
了解光山县脱贫工作和中办
在光山县扶贫工作情况。
（下转第二版）

爱国情 奋斗者

让农垦精神代代传承
——访兴安盟农牧场管理局（兴安农垦集团）原党委书记、局长陈殿武
□本报记者 阴素慧
“当年我们无怨无悔艰苦创业，努
力建设祖国的边疆，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永远把你珍藏……”
伴着悠扬的歌声，步入农垦变迁
变化的历史，翻开农垦多姿多彩的画
卷，走近农垦成功成才的群体，记者有
幸采访到曾任兴安盟农牧场管理局
（兴安农垦集团）党委书记、局长陈殿
武，从他深情的讲述中，让人仿佛看到
了万千平凡人建设农垦艰苦奋斗的身
影，感受到了农垦人浓浓、醇醇、深深
的家国情怀。
艰苦奋斗，
让美好生活日新月异！
金秋九月，我们与陈殿武老人相
约来到距离市区较近的兴安农垦公主
陵牧场，一起来看看牧场的新变化，感
受农垦的大变化。
干净整齐的院落、修剪精致的花
墙、错落有致的花坛，带着露珠的格桑
花尽情舒展窈窕的身姿，牧场在清晨
阳光的照耀下显得那么宁静祥和。成
熟待收的庄稼随着秋风摇曳，摆动的

苞米叶发出“沙沙沙”的声响，几只鸟
儿在牧场大院的柳树间“喳喳”嬉戏，
宛如一首牧场晨曲，让我们感受到农
垦职工如今的幸福生活，感受到老农
垦人“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真切。
“公主陵牧场和自治区同龄，索伦
牧场和共和国同龄，
70 年来，兴安农垦
始终跟随着时代前进的脚步。我从上
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参加农垦建设，
到今
年整 50 年，对兴安农垦几十年间经历
的酸甜苦辣深有体会，
对党的十八大以
来兴安农垦的蒸蒸日上、
快速发展耳闻
目睹，
我是农垦改革发展发生翻天覆地
变化的参与者、
建设者、
见证者！”浑厚
的嗓音，铿锵的话语，让人丝毫感觉不
到这是一位古稀之年的老人。
1969 年，
21 岁，风华正茂，通过招
工，陈殿武来到兴安农垦呼和马场，当
上了一名工人，从此，他便融入了农垦
这支大军。
曾当过地方代课教员的陈殿武当
时在呼和马场是大家眼中的文化人，
老人回忆说 “那时候白天干活我跟师
:
傅学，晚上开会他们听我讲课。我给
他们讲的是当时的道理，他们给我讲
的都是管用的真理。
”

七十年代，
马场打石头、
修公路、
挖
水渠，建办公室、俱乐部都靠义务劳动
解决。工人、干部一样干，只要场里的
大喇叭一响，早晨三、四点钟摸黑到操
场集合是家常便饭。有一次陈殿武下
生产队，正赶上麦收打草大会战，他被
安排跟马车拉草。被码成垛的草每堆
儿都有百八十斤，
还得一叉子就把这一
堆儿全挑到车上去，随着草垛的增高，
往上挑草也越来越吃力。每天要拉卸
四车草，
一天下来被汗水浸透的衣服都
返着白碱，
从最开始的吃不消到逐渐适
应，车老板陈玉都对他刮目相看，由衷
地说：
“你这个戴眼镜的还行！”
那时，陈殿武和场部领导们的住
房基本上都是干打垒或下井的地窨
房，这样的房子前面没有房檐，后面房
盖离地一尺多高，牛马一抬腿就可以
上去。说到这儿，老人讲起发生在他
家隔壁，时任马场党委常委、政治处主
任王世元家的一件心酸事儿。有一天，

王世元爱人正烧火做饭，突然房顶上
掉下来一只牛腿，泥沙脏土漏了一饭
锅。作为场领导的王世元什么也没说，
找人将房盖修理修理继续住。
1971 年，为了改善居住条件，场部
领导主动带头示范，不占公家一分一
厘、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全靠业余时间
肩挑背扛，盖起了五户土坯房，告别了
居住地窨房的历史。随着生活条件的
逐步改善，马场职工群众也经历了土
坯房、
砖瓦房、
小楼房的变迁。
改善了住房，
自然说到了粮食。那
时，马场经常是人缺口粮，马缺饲料。
时任马场副场长的贾振海曾任志愿军
工程兵连长，他说：
“咱们不给国家交
粮，
还让上级调粮，
可耻！”当时身患尿
毒症的他已经吃不下干粮类的食物，
就
每天背着一个军用水壶，装着米汤和
稀粥，
天天下生产队，
实地踏勘，
打眼放
炮，开发涝洼塘，渴了饿了就喝几口米
粥。
（下转第二版）

切实加强主题教育的组织领导
——论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加强组织领导，是确保“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高质量开展的重要
保证。我们要切实把责任扛起来、把任
务落下去、
把工作做扎实。
风成于上，俗化于下。这次主题教
育意义重大，各级党委（党组）要认真履
行主体责任，把主题教育摆上重要日程，
周密安排、精心组织，确保高质量开展。
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要担负起第一
责任人职责，亲自抓谋划、抓推动、抓落

欢迎访问兴安日报官方网站“兴安在线”：http://www.xingandaily.cn/

实。党委（党组）成员要履行好“一岗双
责”
，加强对分管领域的指导督促。行业
系统主管部门要履行好主管责任，加强
对本行业本系统的指导，突出特色，保证
质量。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树立更高

标准，先学一步、先改起来，为广大党员
干部当好示范、
作出表率。
有督导才能更好落实，有督导才能
不断深化。这次主题教育自上而下分两
批开展，不划阶段、不分环节，搞好统筹

本报投稿地址入口网址：http://paper.xingandaily.cn:81/

协调、分类指导至关重要。针对第一批、
第二批单位的不同特点，对需要解决的
突出问题提出具体要求，防止上下一般
粗、先后一个样；同一批次也要注意把握
不同地区、领域、行业的特点，坚持因地
制宜，防止一刀切、一锅煮；参加第二批
主题教育的地区和单位，既要提前预热
又要防止抢跑，不等不靠，有针对性地先
行学起来、改起来，为开展主题教育搞好
前期准备。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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