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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简报
■ 9月8日，“醉美遵义城 最美遵义人”2021遵义市

“最美教师”发布活动举行。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市
委统战部部长、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孟麟，副市长李莲娜出席
活动。

短评

决定任命：
向承强为遵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曾 征为遵义市人民政府秘书长。
决定免去：
刘承东的遵义市人民政府秘书长职务。

遵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1年9月9日

遵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决定任免名单

（2021年9月9日遵义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四十四次会议通过）

任命：
胡玉平为遵义市人大常委会人民来信来访办公室主任。
免去：
胡玉平的遵义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职务。

遵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1年9月9日

遵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2021年9月9日遵义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四十四次会议通过）

本报讯 （记者 吕欣）9 月 8
日至 9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机关
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暨
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党史学习教育
专题集中学习会议召开。会议深入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紧扣学习贯彻伟大建党精
神进行学习研讨，跟进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
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催人
奋进。伟大建党精神熠熠生辉，根

植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基因，蕴
含着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密码，照亮
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前行之路。市人
大常委会及其机关要把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
神作为当前理论武装工作的重中之
重和党史学习教育的核心内容，自
觉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抓好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的遵义实践，推动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不断与时俱进、完善
发展，以根本政治制度的优势推进
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为实现党的历史使命作出人大应有

的贡献。
会议要求，市人大常委会及其

机关要把对党忠诚作为第一原则，
强化党性观念，坚定理想信念，强
化理论武装，加强自身建设，提高
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
行力；要把推动发展作为第一要
务，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坚持高
质量发展为统揽，实事求是推动发
展；要把为民履职作为第一追求，
把对人民负责、为人民办事、受人
民监督、让人民满意作为人大工作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增加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集中学习后，市人大常委会党

组成员、机关党组成员、机关其他副
县级及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围绕学习
贯彻伟大建党精神进行了研讨发言。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范元平
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
员、副主任汪先明、曾润云、杨游明，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秘书长、机
关党组副书记杨斌，以及机关党组
其他成员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
机关全体党员、干部列席会议。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
暨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党史学习教育专题集中学习会议召开

初秋的太行，天高云淡，层林
尽染。

来自大江南北的游客，或乘
车、或坐高铁、或自驾，纷纷涌向
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县。

武乡魅力何在？历史自有答
案！

武乡是华北抗日的指挥中
枢，八路军总司令部、八路军一二
九师司令部、中共中央北方局、抗
日军政大学总校等首脑机关曾长
期驻扎于此。当时仅 14万人的
小县，就有 9万多人参加各类抗
日团体，1.5万人参加了八路军，
2.1万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武乡活力何在？时代自有答
卷！

依托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
武乡县围绕打造“红色武乡”品
牌，走出了一条革命老区“红色文
化的旅游活化”新路径。

革命老区，镌刻初心使命

“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
在纵情歌唱！看吧！千山万壑，
铜壁铁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
行山上……”

走进位于武乡县的八路军
太行纪念馆，就走进了抗日的烽
火硝烟之中。一幅幅生动的图
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一段段
深情的讲述，瞬间将人们带入历
史，带入太行这片流淌着红色血
液的土地。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后，八路军强渡黄河，挺进山西，
依托太行山脉建立了著名的太行
敌后抗日根据地。数以万计的八
路军将士在这里前仆后继、浴血
奋战，有效地牵制和减缓了日军
对中国全境的侵略速度，极大地
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谱
写了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同仇敌
忾抗击日军侵略的英雄篇章。

而武乡作为太行抗日根据地
的核心腹地，是华北抗日战场的
指挥中枢。1938年至1942年，八
路军总部曾长期驻扎在此，朱德、
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等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领导和指
挥了著名的百团大战、九路围攻、
神头岭之战等著名战斗战役。

如今，在这片红色土地随处
可见的红色遗存，串联成了一条
永不褪色的“红飘带”，沉淀成了
一本镌刻着初心使命的教科书。
武乡是一座没有围墙的革命历史
博物馆，人民军队由进入太行时
的3万余人发展到打响解放战争
时的百万雄师出太行。每一名走
进武乡的游客，都会心灵受洗礼、
思想得升华。

红色沃土，扛起责任担当

平畴沃土，绿野闻香。
收获季节，在武乡县监漳镇

下北漳村村民暴书宏家的小院
里，歌声、笑声、讲解声此起彼伏，
连空气中都充满了幸福甜蜜的味
道。

下北漳村和武乡县的许多农
村一样，红色遗迹随处可见。抗
战时期，前方“鲁艺”校址就坐落
于此。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一

大批文化艺术名家在这里创作了
脍炙人口的文艺作品，大大激励
了太行军民抗日斗志。

如今，依托这独特的“红色资
源”，下北漳村不少村民通过开办

“农家乐”、发展旅游产业走上了
富裕路。

暴书宏就是村里第一个“吃
螃蟹”的人。年过不惑的他，原本
在省城太原做生意，看到村里发
展红色旅游，便义无反顾回村创
业。他将自家的农家小院打造成
了“鲁艺人家”，在这里不但可以
就餐、住宿，还可以参观学习历
史，开展研学活动。目前，小院每
天能接待游客三四十人，收入
2000多元。

扛起责任担当，在武乡干部
群众中，已经成为一种融入血脉
的基因。出生于1983年的常芳，
目前担任八路军总部王家峪旧址
纪念馆副馆长兼讲解员。自
2005年参加工作以来，她长期扎
根山区担任讲解员，每年承担讲
解任务上千次、接待游客10余万
人次。她说：“这里的每一片土地
都洒满了英雄的鲜血，作为新时
代青年，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将这
段历史讲下去，让红色血脉代代
相传。”

英雄太行，赓续时代荣光

“太行山，巍峨耸云天，千里
丰碑望不断……太行山，人民的
山啊，英雄的山……”

伫立于苍茫的太行之巅，当
深情而豪迈的《太行颂》的旋律飘
过耳际，太行儿女紧随时代步伐、
赓续时代荣光的恢弘画卷便徐徐
铺展开来。

作为太行山区抗战历史的集
中呈现，“红色武乡”是“英雄长
治”的一个缩影。穿过历史的硝
烟，倾听历史的回响，雄踞太行之
巅的长治，在救亡图存的抗战史
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长治是一座红色浸润的英雄
之城。抗日的烽火使太行太岳成
为民族的脊梁，八路军总部和
129师挺进太行山，并在此建立
太行、太岳革命根据地，部署和指
挥了百团大战、黄崖洞保卫战、沁
源围困战等著名战役。当时 136
万人的长治市就有 46万人随军
参战，12万人参加八路军，17万
人为国捐躯。军民一心共同孕育
了伟大的太行精神，塑造着这座
城市的灵魂。

弘扬太行精神，勇担历史使
命。近年来，长治市大力弘扬太
行精神，埋头苦干实干，加快建设
省域副中心城市，全方位推进高
质量发展，先后荣膺全国文明城
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
市、全国双拥模范城、中国优秀旅
游城市，入选国家海绵城市建设
试点城市。

如今，这座文脉丰厚的品质
之城、红色浸润的英雄之城、山
水绝佳的诗画之城、崇德向善的
文明之城、开放创新的活力之
城、转型崛起的潜力之城，正踏
着奋进新时代的节拍，赓续红色
血脉，书写时代华章，奋发崛起于
太行之巅！

扎根太行续写英雄诗章
长治日报记者 冯波

巍巍太行山，滔滔漳河水，孕
育了伟大的太行精神。太行精神
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
精神财富。

红色血脉，代代相传。无论在
血雨腥风、战火纷飞的革命时期，
意气风发、激情燃烧的建设时期，
还是在波澜壮阔、生机勃勃的改革
时期，太行精神一直激励我们奋勇

前进。
太行精神，光耀千秋。当前，

我们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
大复兴。伟大的梦想不是敲锣打
鼓就能实现的，需要付出更加艰辛
的努力。大力弘扬太行精神，具有
重要现实意义。我们要从中汲取
奋进伟力，点亮理想之灯，照亮前
行之路，谱写出新时代的壮丽诗
章。 （冯波）

太行精神 光耀千秋

长治市长子门游园。（图片由长治日报提供）

游客在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参观。（图片由长治日报提供）

（上接一版）

“强基固本”——奋力建设
活力乡村、善治乡村

深入实施“双培养”工程、乡
村振兴指导员选派、“雁归兴贵”

“青春建功行动”，继续鼓励和支
持农民工、大中专毕业生、退伍
军人、科技人员、事业单位技术
人员到基层一线领创龙头企业
或合作社。严格村党组织书记
监督管理，加大农村基层巡察工
作力度。

大力推进服务性、公益性、
互助性农村社会组织建设，推进
乡村法治建设，深化“民主法治
示范村”创建，常态化推进扫黑
除恶斗争，持续巩固专项斗争成
果，依法打击农村非法宗教活动
和境外渗透活动，大力整治农村
乱建庙宇、滥塑宗教雕像、传播
封建迷信行为。坚持和发展新
时代“枫桥经验”，推动市、县、

乡、村四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
设。加强人民调解组织建设，深
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着力建
立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机制，
强化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县
乡村统筹。全面强化基层组织
建设，推动人才服务乡村，完善
乡村自治制度，大力建设平安乡
村，全力提升公共服务体系保障
水平，不断夯实党的执政之基，
巩固民生福祉之本。

“深入实施‘三大工程’，着
力建设‘六个乡村’是加快农业
现代化，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共
同富裕的重要抓手。我们将始
终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
局，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
势，确保中央、省委和市委各项
决策部署落地落实，奋力推动
遵义‘三农’工作迈上新台阶。”
遵义市农业农村局局长邹家文
说道。

（记者 李培松）

实施“三大工程”
建设“六个乡村”

本报讯 （记者 胡丹）日
前，记者在红花岗区贵州源信辰
丰科技有限公司看到，电子投影
屏幕上清晰展示着汇川区板桥镇
的街道、建筑物等 3D影像，工作
人员通过点击鼠标，便可以了解
更多信息。

“我们已为板桥镇搭建了智
慧板桥平台，通过数字孪生可视
化操作系统、3D可视化的交互
展示应用，全面整合导入板桥镇
土地、环境、水系、市政、交通、气
象、产业等数据，为乡镇治理的
动态监管、集成可视和协同检测
提供自动化、信息化技术手段支
撑。”贵州源信辰丰科技有限公
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公司已
为 1500余家单位和企业提供数
字化转型服务。

走进贵州华美达科技有限公
司，映入眼帘的电子显示屏上展
示着该公司的“智慧校园系统
2.0”。通过系统平台，学校教学、
设施使用等数据便可实时获悉。

“智慧校园系统集合了电子智能
化工程、信息化工程、计算机系统

集成工程、安全防范系统工程、大
屏显示系统工程等，极大提升了校
园管理效能，减少了管理成本。”该
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智慧校园
系统2.0”已在省内外部分学校投
入使用。

红花岗区大数据办负责人
告诉记者，近年来，红花岗区强化
信息技术基础保障，完善组织架
构，带动以大数据为引领的软件
和信息技术行业收入达7.8亿余
元；积极开展大数据与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工作，共融合标杆项目
7个，融合示范项目62个，带动融
合企业116家，组织1005家企业
参加省级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网上评估；获得工业互联网
上云优秀案例1例；强力推进 5G
通信网络建设，已建成 5G通信
网络基站 700个，实现了老城片
区、中华路、海尔大道等主要城
区街道、重点单位等人员密集场
所的覆盖。下一步，红花岗区将
继续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推动实
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

红花岗区

积极推动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数字经济助推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