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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党旗

国务院河南郑州“7·20”
特大暴雨灾害调查组决定于
8月 21日至 9月 30日，设立
举报信箱和举报电话，由调
查组专人负责接收和处理，
主要受理河南郑州“7·20”
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有关问题
的来信和来电。邮政地址：

河 南 省 郑 州 市 A438 号 信
箱；收件人：国务院河南郑州

“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
组 ；举 报 电 话 ：0371-
67173265。

国务院河南郑州“7·20”
特大暴雨灾害调查组

2021年8月20日

国务院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组
公 告

思想之光——以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刻回
答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的重大
理论和实践问题，擘画民族团结
进步事业宏伟蓝图

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这一时刻将
被永远铭记——

2021 年 7 月 1 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世
界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
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置身天安门广场，聆听着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感受着庆祝活动的热烈氛
围，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代表、来自云南镇
沅县的拉祜族干部王迎斌心潮澎湃。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

才能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我为自
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而自豪！”王迎斌激动
地说。

全面小康是各族同胞团结奋斗的成
果，民族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共享的荣光。

在中华民族生息繁衍的历史长河里，
神州大地上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始终
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行进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一程，
我国民族工作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挑战。

审视国内，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
广 度 深 度 前 所 未 有 ，民 族 分 布 格 局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影 响 民 族 关 系 的 因 素 更
加复杂。

放眼国际，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
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挥之不去，
民粹主义抬头，民族问题不断影响全球和
平与发展。

我国民族工作如何顺应新时代、开创
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一重大理论和
现实问题有着深刻的思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和民族
地区发展，将之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
加以谋划，放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千秋伟业中加以推进。

2014 年 5月，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
谈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
总书记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
大论断。同年 9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
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坚持打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

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在多个场合深
入阐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刻内
涵和重大意义。以此为指引，新时代民族
工作向纵深推进。 （下转三版）

据新华社北京8月26日电 中
宣部 26日发布文献《中国共产党的
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

文献介绍，100年来，中国共产
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
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
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
共产党的历史使命；让人民过上好
日子，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移的奋
斗目标。

文献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中国

共产党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党的灵
魂，是指引党不断前行的光辉旗
帜。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
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文献说，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
大党，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能够把
亿万人民团结和凝聚起来，一次次
跨过急流险滩，一次次战胜困难危
机，关键在于党高度团结统一，具有
强大的领导力执政力。

文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
进步事业奋斗的政党。无论国际风
云如何变幻，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
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始终弘扬国际
主义精神，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
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为世界和
平发展作出贡献。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与行动价值》文献发布

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强音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新时代民族工作创新发展纪实

新华社记者

市政协召开双月协商座谈会

强化规划引领产业支撑
全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昨日，市政协召开双月协商座谈会，
邀请部分市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和市政府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围
绕“加强规划引领，推进我市美丽乡村建设”进行座谈交流、协商
议政。市政协主席张延明、副市长李喜安、市政协副主席王东亮
参加座谈。

座谈会上，市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了我市美
丽乡村建设推进情况。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从加强规划引领和
系统治理、突出地域特色彰显乡村本色、实施差异化分类推进、
实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与人居环境改善互促互进等不同角度和
不同层面切入，为我市建设好美丽乡村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和建
议。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资源规划局、市林业局等政府职能
部门负责同志根据委员和专家的发言，结合本职工作详细介绍
了有关情况，积极回应了委员和专家的关心关切。

张延明表示，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是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行动，（下转二版）

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有关
法规报告决议和人事任免案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昨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
会举行第二十七次会议。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荃主持会议，副主任张春阳、蔡红、
袁三军、王福松、孙黎、宋书杰、蒿铁群出席会议。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47名，出席本次会议45名，
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第一次全体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省委书记楼阳生、
市委书记徐立毅关于全力抓好疫情防控、加快推进灾后重建相关
重要讲话精神及省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省委书记楼阳生在省
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精神。

会议听取了关于人事任免案的说明，拟任命的市监察委员
会委员依次与常委会组成人员见面，拟任命的市政府组成部门
负责同志与常委会组成人员见面并作任前发言。

会议听取了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情
况的报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郑州市2021年上半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听取了郑州建设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核心示范区总体发展规划、起步区建设方
案（草案）报告。 （下转二版）

上半年河南电商
交易额增逾四成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记者昨日从省统计局获悉，上半年我省
商品、服务类电子商务交易额完成 5585.34 亿元，居全国第十二
位，比上年同期增长 40.7%，高于全国平均增速 11.1个百分点，保
持快速增长态势。

上半年全省电商发展呈现三个特点：交易种类以商品类为主。
商品类交易额完成4392.21亿元，同比增长31.1%，占商品、服务类
交易额比重达到78.6%，与全国商品交易为主的趋势保持一致；服
务类交易额为1193.13亿元，同比增长92.1%，增长势头迅猛，拉动
服务类交易额在商品、服务类交易额中的占比从上年同期的16.0%
提高到21.4%，提升5.4个百分点。从交易主体看，对单位交易额为
3590.14 亿元，同比增长 37.4%，占商品、服务类交易额比重为
64.3%；对个人交易额为1995.20亿元，同比增长47.0%。

规模以上企业电商交易稳中有增。上半年规模以上企业电子
商务销售额为 2677.08亿元，同比增长 25.0%；规模以上企业电子
商务采购额为 1579.35 亿元，同比增长 10.7%。电商销售额分行
业来看，制造业增长 11.0%，其中三家钢铁企业交易量是去年的
2.62倍，在所有行业中增幅最大；批发业增长 19.0%；零售业增长
42.5%。

电子商务平台稳步发展。目前，河南监测的本省电子商务平
台共计 95个，在本省电商平台上实现的交易金额为 2090.40 亿
元，同比增长 22.0%，收取的平台交易服务费为 1.49亿元，同比增
长 12.6%。从地区分布来看，电子商务平台拥有量最多的为郑州
市，拥有平台53，数量占全省的55.8%。

我省明确生育三孩
费用纳入生育保险

本报讯（记者 王红）昨日，记者从省医疗保障局获悉，为支持
三孩政策落地实施，我省将参保女职工生育三孩费用纳入生育保
险待遇支付范围。

省医保局通知要求，全省各地要积极支持三孩生育政策落地，
自6月 26日国家出台《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的决定》起，将参保女职工生育三孩的费用纳入生育保险支付范
围。各地要按时、足额支付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生育津贴发
放天数同生育一孩、二孩规定，生育医疗费和生育津贴待遇标准按
当地规定执行。

璀璨星斗，点亮无垠苍穹；多元一
体，孕育中华民族。

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处
理好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关系国
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新时代民族工作
面临的新形势新特点，深刻把握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对民族工作提出的新任
务新要求，谋长远之策、行固本之举，
创造性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这一重大论断，引领民族工作在创
新发展中迈上新台阶，开辟了马克思
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新境界。

面对持续的暴雨，他选择了
逆行，专门从郑州带着儿子回到
老家巩义米河镇；面对激流，他依
旧选择了逆行，他想救援更多的
父老乡亲……

昨日，记者行走在巩义市米
河镇米北村的街道上，秋风低吟，
耳畔似有呜咽声声。脚下，就是
优秀共产党员马新喜被洪水卷走
的地方。

马新喜今年 51岁，生前任第
13村民组组长，7月 20日在救援
群众时不幸遇难，长眠在他热爱
的这片土地。

7 月 19 日晚，接到村里防汛
通知时，马新喜人在郑州，他立即
带着儿子冒雨返回，和村干部一
起走过米北村的大街小巷，排查、
劝离。雨下了一夜，他们忙了一
夜，连家都没顾上回。

20日 10时左右，部分村民的
院里开始进水，地势低的地方，泥
水已漫过小腿肚。11时左右，村
里断电断网，街上一片汪洋，一些
村民被困在路上。

村民陈长来开来了自家的铲
车，马新喜站在铲斗里，两人从
村委会旁的操场往街上去转移
被困村民。大雨滂沱，13 时左
右，水位越来越高，洪水裹着一
辆小客车从坡上冲了下来，一个

大浪，铲车翻了，马新喜被甩出
铲斗，卷入洪流。

9 组村民马垣占难掩悲伤：
“要不是遇到马新喜他们，俺和老
伴都没命了。当时看他被冻得嘴
唇乌青，就劝他歇歇，他摆了下手
说还有群众要救，俺拉了两下没
拉住……”

马新喜的搭档陈长来回忆
说，出事是一瞬间的事。铲车右
侧翻，他死死抱住轮胎，他伸手拉
马新喜，但水太急，没拉住。跟着
铲车一起被冲到了十几米外，站
在铲车上，接过村民扔过来的绳
子系在腰上。后来，绳子断了，他
就抓住垂下的电线支撑着，再后
来，铲车被冲走了……有人站在
房顶给他递了一个竹梯，才一点
一点爬了上去，在被困两个多小
时后获救。

“眼前老是出现马新喜被冲
走时的情景，很难过。通过马新
喜让我对共产党员有了新的认
识。”回忆当时出事情况，陈长来
一次次红了眼睛。

米 北 村 党 委 书 记 马 新 立
说：“马新喜可是个公认的热心
肠。我们失去了一个好党员、
好组长。”

村干部、马新喜的儿子马晨
光说，记忆中的父亲从小就对他

要求严格，教育他要真诚待人，以
善为本，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
人。“我现在是预备党员，入党是
受了父亲的影响，我会以父亲为
榜样，厚植为民情怀，做实干家。”

“我原本有自己的事要做，可
爸说，都出去闯荡几年了，该回村
锻炼锻炼了，为村里出些力，为群
众办些事，只有‘大家’富，才能

‘小家’好。真回来了，才发现，基
层真是锻炼人，累点、苦点都没
啥，扎根基层，没后悔过。”马晨光
年轻的脸庞上一脸坚定。

作为米北村防汛救灾青年突
击队的一员，马晨光没有时间悲
伤，7月 21日，和家人简单安排了
父亲的身后事，他又和全村人一
起投身到米北村的恢复重建工作
中。一个月来，在榜样力量的鼓
舞下，全村干群上下同心，与时间
赛跑，统筹推进“四通一排，两清
一消”、疫情防控工作，用最短的
时间，恢复了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构筑了一道坚实的防疫屏障。

马新喜走了，不仅留下了一
本本荣誉证书，还留下一种精神，
叫党员的“号召力”。马晨光表
示，父亲是楷模，是他的骄傲。在
紧要关头，他也要站出来、顶上
去、冲在前，做优秀共产党员，成
为父亲的骄傲。

为救乡亲 向险而行
——追记巩义市米河镇米北村第13村民组组长马新喜

郑报全媒体记者 谢庆 李晓霞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昕）8月 26
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徐立毅主持召开市
灾后恢复重建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
对全市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进行研究部署。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克强总理在河南考察
时的讲话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坚
持人民至上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进一步明确目标任务、完善政策体系、层层
压实责任，全面加快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尽
快全面恢复各项生产生活秩序，确保完成
年度目标任务，实现经济社会更加安全、更
高质量的发展。

会议研究讨论了全市灾后恢复重建工

作安排、相关专项工作方案，听取了部分县
（市）灾后恢复重建情况汇报。

徐立毅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做好灾后重建工作是增强“四个意识”、做
到“两个维护”的具体体现，是带领受灾群
众走出灾害阴影、重拾生活信心的迫切需
要，是当前扩投资、强基础、补短板、促发展
的有力举措。全市上下要进一步增强政治
责任感和工作紧迫感，以对人民高度负责
的态度，扛稳抓牢灾后恢复重建的政治责
任，用心用情帮助受灾群众和市场主体解
决问题、渡过难关，全力推动生产生活秩序
恢复及灾后重建工作，确保中央决策和省
委部署在郑州落地落实，让人民群众切身

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徐立毅强调，要进一步明确灾后恢复重

建工作重点。要继续加大政策宣传、兑现力
度，做好受灾群众救助、企业帮扶纾困、农业
生产恢复，确保帮扶资金及时足额发放到
位；要制定完善受损村庄、城镇重建规划，加
快农民损毁房屋重建，加快推进学校、医院、
养老、党群服务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及道
路、水利、通信、电力、燃气等基础设施重建；
要着力提升防洪排涝能力，加强规划修编，
梳理重点项目，加大河道治理与水库除险加
固力度；要加强应急体系建设，强化社会动
员能力，不断提升城市防灾减灾水平。

徐立毅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进一步

健全工作推进体系，加强统筹、条块联动，
确保恢复重建工作有力有序。要明确责
任，理清市县之间、条块之间责任，强化责
任制、任务书、路线图、时间表。要明确政
策，加强与中央和省级部门的对接、市县之
间的衔接，形成多层次的政策支持保障体
系。要继续做好灾后帮扶、慰问和善后工
作，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各级各部门
要以昂扬的斗争精神、担当精神，全力做好
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
优秀答卷。

侯红、周富强、牛卫国、李喜安、孙晓红、
吴福民、史占勇、陈宏伟、王万鹏、杨东方等
出席会议。

市灾后恢复重建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召开

提高站位明确重点加强衔接
全面加快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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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际宾 王
世瑾）8月 26 日，市长侯红深入管城区调
研，并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城镇受损房屋修
复重建工作，强调要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把帮助受灾群众重建家园作为
首要任务，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群众关切，
系统谋划、统筹安排，高效有序推进群众最
关心最期盼的城镇受损房屋修复重建工
作，切实让群众感受到党委、政府的关怀和
温暖。

侯红走进受灾严重的北庆里棚户区，
详细询问房屋损毁、居民安置等情况，与群
众亲切交谈，认真了解生活保障、居住环境
等问题，叮嘱属地要妥善安排好受灾群众
生活，按时足额发放补助，加快住房修复重
建，用心用情用力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老
百姓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法院东街片区正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
序，侯红现场察看房屋受损和群众生产生
活情况，与临街商户和居民攀谈交流，关切
询问复工经营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强调要
科学编制恢复重建规划，注重保留城市文
化气息，加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帮扶
力度，推进生产经营秩序尽快恢复。

经过老旧小区改造的代书胡同片区面
貌焕然一新，侯红实地察看房屋、管网改造
情况，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小区基础设施建
设，积极探索长效管理机制，不断提升老旧
小区居民住房品质和生活环境，确保人民
群众安居乐业。

在随后召开的专题会上，听取了城镇
受损房屋修复重建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了
近期重点工作。侯红强调，要把城镇受损
房屋修复重建摆在重要位置，坚持以人为
本、民生优先、生命至上、避险为要原则，深
入开展城镇受损房屋核查鉴定和隐患排
查，分层次、分领域、分批次推进房屋修复、
加固、重建等工作，确保城镇受损房屋修复重建科学有序。要条块
联动、以块为主积极稳妥推进修复重建工作，解决好群众过渡期间
生活保障问题，细化完善过渡安置、拆迁重建等政策，多元化拓展
修复重建资金渠道，尽快启动组织实施，赶进度、保质量、重安全，
全力确保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陈宏伟参加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