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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莹）1月25日，郑州市召
开党管武装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及郑州
的重要讲话指示精神，落实党管武装制度，
总结工作、分析形势、部署任务，进一步强化
责任、传导压力，推动我市国防动员和后备
力量建设迈上新台阶。省委常委、市委书
记、郑州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徐立毅出席会
议并讲话。

徐立毅代表市委、市政府和警备区党
委，对 2020年军地各级各项工作取得的成
绩给予肯定，向广大官兵和民兵预备役人员
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

徐立毅强调，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百

年华诞，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
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阶段，郑
州面临的使命更重、责任更大。军地各级各
部门要提高站位、主动担当，落实党管武装
制度，进一步加强新时代国防动员和后备力
量建设，为推进国防动员建设高质量发展作
出积极贡献。要站在增强“四个意识”、做到

“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化认识国防动员
建设的重大意义；站在应对复杂挑战、维护
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深化认识我们的责任
担当；从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需求出
发，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军民两种资源，做
好军民融合发展这篇大文章，为郑州国家中
心城市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徐立毅强调，要坚持以强军目标为统
领，聚焦国防动员主责主业，抓住重点工作
和关键环节，把党管武装各项任务和要求落
到实处。要紧跟国防动员领域改革步伐，不
断完善国防动员体系，全面提升动员能力；
要加强后备力量建设，推动民兵队伍建设

“实起来”“强起来”；要注重军地协同发展，
推进更多军民融合项目落地实施，走好郑州
军民融合的路子；强化全民国防教育，深化
双拥共建，不断巩固发展军民团结奋进的良
好局面。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基层基
础建设，广泛凝聚军地合力，形成军地军民
同心推进国防建设的生动局面，不断开创我
市国防动员建设新局面，以优异成绩迎接建

党100周年。
市党政军领导周富强、牛卫国、白江民、

徐军、马义中等出席会议。
会上，二七区、管城回族区、上街区、登

封市党委书记、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郑东
新区党工委副书记作了党管武装工作述职；
其他开发区、县（市）区党（工）委书记、人武
部党委第一书记作书面述职。会议还对
2020年度先进单位和个人进行了表彰。

郑州市党管武装工作会议召开

全面加强党的领导 提高军民融合能力
不断开创国防动员建设新局面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昨日，市十五届人
大常委会举行第二十二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荃
主持会议，副主任王广灿、法建强、张春阳、袁三军、王福松、
孙黎、宋书杰、蒿铁群参加会议。

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50名，出席会议49名，出席
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第一次全体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
议精神和市委十一届十三次全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

会议听取了市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变动情况的代
表资格审查报告、市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筹备情况和关于
《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草案）》的起草
说明、市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各项工作报告（草案）和各项
名单（草案）、（下转二版）

●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
持续、平衡、包容增长

●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共同走和平共处、互利共赢之路
●克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鸿沟，共同推动各国

发展繁荣
●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缔造人类美好未来

习近平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
对话会并发表特别致辞

必须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要坚持开放包容，不搞封闭排他
●要坚持以国际法则为基础，不搞唯我

独尊
●要坚持协商合作，不搞冲突对抗
●要坚持与时俱进，不搞故步自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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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首批援冀医疗队
完成任务平安返郑州

本报讯（记者 李娜 李京儒）1月 24日下午，河南
省首批援冀医疗队 95 名队员圆满完成各项救援任
务，胜利凯旋。市委副书记周富强向医疗队员表示
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代表全市人民为他们点赞，
欢迎他们回家。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1月 13日，河南省卫健委
抽调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 7家驻郑省直医院和
郑州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郑州市中心医院等 8家郑
州市直单位的 95人，组成河南省援冀医疗队，同时派
出院前急救指挥车 1辆、物资保障车 2辆、负压救护
车 15辆，赶赴河北省石家庄市开展核酸检测、医疗救
治、急救转运工作。援冀期间，河南省支援河北救护
车队累计出车 52 次，共转运病人 72 人次，缓解了石
家庄 120的压力。目前，河南省援冀医疗队已到达郑
州，按照有关规定进行集中隔离。

周富强表示，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抗疫战争中，援冀
医疗队的队员们带着责任和使命，带着感情和热情，主
动请缨、白衣执甲，逆行出征、驰援河北，坚守在疫情防
控第一线、战斗在抗击病毒最前沿，（下转二版）

大熊山和箕山两山雄峙，登封市徐庄
镇孙桥村就位于两山之间。

一座典型豫西四合院风格的院落，是
共产党员孙秋芳的祖宅，后来这里作为豫
西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河南军区司令部驻扎
地，在这里，河南军区司令部运筹帷幄，指
挥部队掀起了敌后抗战的巨浪狂潮，发起
了春季、夏季和反攻攻势，胜利完成中央

“绾毂中原”的战略任务——“沟通陕北、华
北与华中的战略联系，牵制日军西犯”。

在讲解员赵艳敏的解说中，我们穿越
时光隧道，走进豫西抗日根据地抗击日寇
收复河山的烽火岁月。

中原四合院的红色往事
“当年院子的上房是司令部首长办公的

地方，南厢房是伙房，北厢房是作战室，两个
耳房是警卫室。”讲解员赵艳敏说，展览馆分
为五个展室，8部分组成，一张张图片，一段
段文字，清晰展现了豫西抗日力量的丰功伟
绩。

1944年 4月 18日，日本侵略者为扭转
被动局面，发动河南战役，在开封以西强渡
黄河，由于在豫国民党军队消极避战，37天
内，豫中、豫西38座重要城镇和3万多平方
公里的国土沦落敌人手中。

同年 7月，遵照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
路军前方总部的命令，组建以皮定均为司
令员，徐子荣为政委的豫西抗日先遣支队，
1700多人，挺进豫西。

夜袭机场是皮定均率领的先遣支队进

入豫西后第一个成功的战例。先遣支队到
达登封后获悉，日本鬼子从各县强征 2万
多民夫，在登封城西岭修建飞机场，作为继
续西进的空军基地。根据侦察的情况，在
中秋节前夕，先遣支队以 3团主力自西北、
东南、西南三面合击敌机场，一举歼俘日伪
军 60余人，解救群众 2万余人。被解救的
群众成了八路军最有力的宣传员。“八路军
是神兵，从天而降”等讯息，一夜之间吹遍

了豫西大地。
在皮定均率领的先遣支队到达河南的

同时，党中央为了更好加强对河南抗日力
量的统一领导，组建了中共河南区党委、八
路军河南军区，由王树声任司令员，戴季英
任书记兼政委。

1945 年 2月 26 日，王树声、戴季英率
部来到登封东白栗坪，与先期到达的皮定
均、徐子荣部会师，召开军地干部会议，宣

布中央决定，统一整编入豫的各支部队，以
皮定均、徐子荣部为第一支队兼第一军分
区，建立第一专署，在偃师、伊川、登封等地
区坚持斗争。

河南军区的成立，为抗日根据地及整个
豫西抗日力量的壮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在
中共河南区党委和河南军区的统一领导指
挥下，进入豫西的 6个支队，先后组织进行
了密县战役、伏牛山战役、解放登封县城等
一系列著名战事。对日寇展开了英勇顽强
的武装斗争，粉碎了日、伪、顽军的多次“扫
荡”和“围剿”，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一年时间，豫西抗日根据地以烽火燎原
之势，收复了北临黄河、西接潼关、东连平汉
路、南靠伏牛山 2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土，建
立6个行政专署和26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
壮大了我军实力，有力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
各项方针政策，为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
重返豫西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抗战时期全
国19块抗日革命根据地之一。

张祜庄园的烽火记忆
张祜庄园始建于明代，曾是巩义市新

中镇的地标，庄园的主人与西边的康百
万家族，并称巩县两大家族。抗战后期，
这里作为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支队驻扎
地，当年是一支队司令部和豫西一专署
驻地，是八路军部队经略嵩洛地区的重
要中枢所在。为我党在敌后开辟抗日根
据地，控扼中原腹地，阻滞日军西进，发挥
了重要作用。 （下转六版）

抗日烽火燃遍豫西大地
本报记者 张立 王战龙 文 郑报全媒体记者 徐宗福 图

河南100M以上宽带
用户超99%全国居首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年味儿也越来
越浓。中牟县刘集镇绿博家苑社区张灯结
彩，每个院落的门口均挂起了彩灯，一派热
闹喜庆和谐的景象。

昨日，刘集镇党委向社区居民免费派
发春联，表达着党和政府对于社区居民的
关心与关爱。一大早，64岁的魏大娘得知
消息后，便和左邻右舍来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领春联。

提及现在的生活，魏大娘一下打开了
话匣子：“俺老村在朱塘池村，原先道路坑
坑洼洼，下大雨到处是水，压根儿没法走。
现在居住环境大变样，还有物业给咱管。
我每天都会约上姐妹到这跳舞，宽敞明亮
的舞蹈室真得劲儿，还免费对社区居民开
放，这几天正编排迎新春舞蹈了。相信我
们的日子也跟春联一样，越过越红火，越过
越幸福！”

记者在刘集镇建管办了解到，2020年
6月 30 日，随着木楼、盆窑两个自然村拆
迁工作的全面完成，刘集镇彻底告别了乡
村历史，成为中牟县首个实现全域城镇化
的乡镇。至此，10个行政村、21个自然村
的 2.3 万名群众告别祖居故地，全部搬进
了漂亮的新社区，实现了从村民到居民的
身份转变。据介绍，2013 年 3月，全镇按
照环境位置好、设计单位好、建设单位好、
文化品位高“三好一高”标准，启动绿博
01、02 号安置小区建设，2014 年 10 月启
动绿博03号安置小区建设，采用“先安置、
后拆迁”模式，以打造“全省第一，全国一
流”安置区为目标全力推动，让辖区群众充
分享受建设发展的成果。

谈及这几年的变化，朱塘池村65岁老
支书梅成卿感慨地说：“我们村下面有四个
自然村，15个村民组，4100多口人，党员 102人，最后
两个村拆迁就在我们这。这其中，党员干部发挥了模
范带头作用，20天全部拆除；城乡结合部改造涉及门
面房 30家，一拆各家都损失很大，但在未签订合同、赔
偿没到位的情况下，8家是党员干部带头拆，群众积极
配合拆，在时间节点之前早早完成，这就是咱党员干部
的境界！”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群众
在党员干部的带领下，大家牺牲个体利益，才有了现在
的好局面，最终受益的还是咱群众。”66岁的朱塘池村
民调员吴伯兴对现在的幸福生活赞不绝口，“吃喝不用
愁，社区有物业，孩子有人帮，老人有地儿玩，学校就在
社区旁，就业就在家门口，这日子咋能不幸福哩！”

（下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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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势绘新景 风劲行致远
——工商银行郑州分行交出“十三五”金融服务亮眼“答卷”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徐刚领）昨日，记者从河南省通
信管理局了解到，2020年，全省信息通信业继续保持平稳较
快发展态势，互联网、宽带接入、移动互联网用户新增数，
100M以上宽带用户占比均居全国第1位。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业务总量保持快速增长。全省电信
业务总量完成 8155.8亿元，较上年增长 36%，总量和增速均
居全国第 4位。电信业务收入完成 677.7 亿元，较上年增长
5.1%。税费、利润总额分别完成 30.3亿元、116.5亿元，均居
全国第6位。全省增值电信业务经营单位总数达到4915家，
居全国第6位。规模以上企业完成业务收入104.1亿元，同比
增长14.3%。

5G投入持续加大，网络供给能力不断增强。完成电信固
定资产投资 202亿元，居全国第 5位，较上年增长 20.2%。其
中 5G 投资 85.3 亿元，居全国第 4 位。新建 5G 基站 3.47 万
个，5G基站累计达到 4.54万个，实现县城以上城区 5G网络
全覆盖。全省 4G基站达到 32.2万个，居全国第 5位，较上年
增长9.4%。

宽带用户持续增长，融合业务加快发展。全省电话用户
总数达到 11556.4万户，居全国第 4位。其中 4G用户 8282.1
万户，居全国第 3位，5G用户 1958.4万户。互联网用户总数
达到 11839.7 万户，居全国第 4位。其中互联网宽带接入用
户新增321.7万户，总数达到3090.9万户；移动互联网用户新
增503万户，总数达到8748.7万户。

提速降费扎实推进，信息消费规模持续扩大。全省手机
上网流量资费为 4元/G，较上年下降 26.5%。全省 100M 以
上、1000M 以上宽带用户占比分别为 99.1%、0.78%，居全国
第1位、第10位。

郑州“两会时间”周五开启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昨日，市政协召开十四届十五
次常委会议，决定政协郑州市第十四届委员会第四次会
议1月 29日至31日召开。

市政协主席张延明，副市长吴福民，市政协副主席
吴晓君、李新有、薛景霞、岳希荣、王万鹏、王东亮、刘睿出
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省委十届十
二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省十三届人大四次
会议和省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精神、市委十一届十三次
全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听取市政府通报我市
2020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主体内容，政
协郑州市第十四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筹备情况的说明，
市政协各专门委员会2020年工作情况汇报；（下转二版）

市政协十四届四次
会议1月29日开幕

位于巩义的豫西抗日纪念馆“绅士座谈会”展室

市十五届人大四次
会议1月30日开幕

●全省5G基站累计达4.54万个，实现县城以上
城区5G网络全覆盖

●全省电话用户总数达到11556.4万户，居全国第4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