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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老区建设促进会

近日，随着灵宝市朱阳镇

红军村秦池村红色遗址修缮项

目的竣工，该镇南部红色旅游

线路又新添一处红色景观。截

至目前，灵宝市红色革命场馆

建设增加至11处。

秦池村红色遗址项目是利

用三门峡革命老区项目资金修

缮的，于 2021 年 10 月施工、

2022 年 9月竣工，主体工程为

火烧炮楼遗址修缮、红军雕塑、

中原解放军会师亭纪念碑、红

色版面标识牌等。

秦池村红色遗址是朱阳镇

革命老区重要革命遗址之一。

1936年 10月，红二十五军长征

部队曾两次来到秦池村，红 74

师先后三次经过秦池村，留下

了“红军装扮吹鼓手火烧炮楼”

的红色故事，以及“红军锅”“红

军井”“红军树”等革命历史实

物和红色遗址。1946年，中原

突围部队在此会师，中原解放

军一支部队在北沙带领下，在

此掩护转移部队北渡黄河，并

留下“战场上的婚礼”等红色故

事。

秦池村红色遗址修缮项目

的竣工，对打造南部红色旅游

线路和红军长征线路，实现灵

宝、卢氏红色两日游“红色康养

游”目标，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

义。今后，该遗址将成为党员

干部党史教育和青少年红色研

学教育重要基地之一。

（冯敏生）

灵宝市朱阳镇南部红色旅游线路又添新景观

秦池村红色遗址修缮竣工

“随着红色旧址的修复、红色场馆的

建设，红色旅游成为俺村经济发展的引

擎，俺们根据实际情况，围绕吃、住、行、

游、购、娱做文章，发展特色产业，全力推

进乡村振兴。”近日，宝丰县商酒务镇皂角

树村党支部书记王朝臣说。

皂角树村有着一段峥嵘的红色史。

早在1948年 5月，刘伯承、邓小平率中原

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司令部领导机关进驻

该村，在这里，发起宛东、开封、睢杞、襄樊、

郑州等重要战役，摧毁了国民党在中原的

防御体系，为淮海战役奠定了基础，加快

了解放战争胜利的步伐。其间，召开了旅

以上干部政治工作会议、团以上干部会议、

县团级以上军政干部会议（宝丰会议）等三

次重要会议，发布了关于土地改革的“六六

指示”等一系列重要新区政策，创办了中原

大学、中原军政大学、豫西行政干校，成立

了中州农民银行和新华社中原总分社等重

要机构，宝丰一度被称为中原红色首府。

2016 年 1月，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

军区宝丰旧址群被公布为第七批河南省

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宝丰县委、县政

府启动对红色旧址群的保护和修复工作，

当年，一期工程对外开放。

作为一个革命老区村，现今皂角树村

共有3个自然村、7个村民小组，全村2100

口人、耕地2340亩。如何利用红色场馆打

好旅游这张牌，推进乡村振兴？商酒务镇

和皂角树村着力做好“三个结合”：一是人

居环境改善与村容村貌整治相结合，该村

通过种植果树，整修浣河，建设游园、文化

广场、戏曲大院等，实现村美民富；二是人

居环境改善与脱贫攻坚相结合，建成两层

14间的住宅楼，配备生活用品，解决该村

9户困难家庭的生活问题；三是人居环境

改善与红色基因传承相结合，成立革命老

区剧团，演唱红色戏曲，讲述红色故事。

该村“两委”一班人根据当地实际，带

领群众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做文

章。“吃”：随着紧挨皂角树村的柳林村红

色餐馆的建成，皂角树村公交车站旁的快

餐店开业，游客们可以吃快餐，进农家乐，

更有餐馆接待。“住”：去年，该村争取资金

429万元建设党员教育服务中心，与柳林

村、何庄村一起建设产业发展示范带，并

组织群众到南召、鲁山等地学习经验，兴

建融吃住为一体的农家乐、民宿。“行”：

2019年 5月，全县首条红色文化旅游公

交专线开通，终点站就在皂角树村，同时

投资150万元建成了柳林桥，修通了贯穿

周边5个行政村的红色旅游线路。“游”：

镇村围绕柳林南部龙山仰韶文化遗址，邀

请相关团队设计，开发新的景点，拉长旅

游链条，挖掘红色内容，编写红色故事

集。“购”：筹建红色农产品购物中心，将镇

域内的优质农产品“虎狼爬岭梨”“皂角树

小磨油”“张庄姜”“黄洼小杂粮”等集中在

一起销售，同时建成了纯净水厂、养牛场、

养羊场、艾草深加工厂等。“娱”：该村与何

庄村合作打造了一个大型娱乐场地，组织

经常性的戏曲、文艺演出，增加与游客互

动功能，切实让游客进得来、留得住。

在红色精神的感召下，皂角树村经济

发展的“一池春水”被激活了，该村蝶变成

“环境美、田园美、村庄美、庭院美”的“四

美”新村，先后荣获省级卫生村、市级生态

文明村、县级林业生态村、乡村振兴先进

村称号，村党支部去年被县委、县政府评

为五星级党支部，并被授予村集体三等功

等，2021 年被评为宝丰县十大美丽乡

村。 （陈殿武潘运明）

日前，《三门峡市红色资源

保护利用条例》颁布。该条例

于今年 9月 9日三门峡市第七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四十一次会议通过，9月 30日

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批

准，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

《三门峡市红色资源保护

利用条例》共六章三十二条，围

绕三门峡市行政区域内红色资

源的调查认定、保护管理、传承

利用等，明确了红色资源保护

利用实行党委领导、政府负责、

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机

制，对市、县、乡各级政府和相

关部门职责以及法律责任作出

了具体规定。其中第九条对老

促会等组织应当发挥各自优

势，开展相关红色资源保护利

用工作作了明确规定。

《三门峡市红色资源保护

利用条例》的制定自今年1月启

动，三门峡市老促会系统积极

参与、主动服务，较好地完成了

相关工作任务。一是坚持以史

实为依据，摸清红色资源底

数。配合史志、宣传、文旅部门

对市域内红色资源进行多次实

地调查，开展甄别研判，基本确

定红色资源名录。二是坚持以

法律为准绳，确保条例科学规

范。明确专人负责跟进，查阅

大量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规

定，结合全市红色资源现状，多

次参与条例讨论稿的论证，提

出科学合理的修改建议。三是

坚持以宣传为抓手，努力营造

浓厚氛围。在条例制定的不同

阶段，通过组织集体学习、调

研、宣讲等方式，扩大条例制定

的关注面，提升条例制定工作

的公众知晓率，为条例颁布实

施凝聚更加广泛的社会共识。

下一步，三门峡市老促会

系统将以条例出台为契机，扛

牢扛实自身职责，抓深抓实学

习宣传，切实保障条例的贯彻

实施，提升三门峡红色资源保

护利用工作实效，为传承红色

基因、赓续红色血脉贡献老促

会力量。 （白旭东雷燕）

《三门峡市红色资源保护
利用条例》颁布

“光伏路灯装上了，我心里

除了高兴就是感谢！”12月 19

日，说起村里新安装的路灯，漯

河市源汇区大刘镇陶庄村村民

陶文献感慨地说，自己的两个

孙子都在镇上上学，现在不仅

村里安装了路灯，而且村子通

往镇上的路也全都安装上了，

以后接送孩子就安全多了。

源汇区有问十乡、大刘镇

和空冢郭镇 3 个老区乡镇，共

64个老区村。长期以来，这些

老区村公共照明设施少，加上

年久失修，每当夜幕降临，村里

一片漆黑，孩子们不敢出门玩

耍，老人们没法出来散步，安装

路灯成了村民最大的心愿。

为进一步改善村民居住环

境和出行条件，推进老区乡村

振兴，今年年初，由省老区建设

促进会主办、省老区建设基金

会等协办的“情系老区 亮化乡

村”主题公益行动启动后，漯河

市老区建设促进会迅速行动，

经过调研走访，积极协调资金，

在源汇区开展了“照亮老区”工

程试点工作。

经过实地调研，漯河市老

促会和源汇区老促会按照“突

出老区特色、与乡镇规划相结

合、有利于群众出行”的要求，

经过协商，确定了安装光伏路

灯的地点。在大刘镇，确定了

抗日英雄蔡永令的故里蔡庄

村、著名的小曹阻击战发生地

小曹村、杜庄村，以及这 3个村

连接漯舞路的主干道；在空冢

郭镇，确定了连接5个被镇政府

规划为文旅项目的村庄、总长

度4公里的寺（西杨）半（坡朱）

路；在问十乡，确定了坚持弘扬

传统戏曲文化的骆坡村等。截

至目前，涉及 17个革命老区村

的 925盏光伏路灯全部安装完

毕并投入使用，极大地方便了

群众夜间出行。

12月 19日，漯河市源汇区

举办了“照亮老区”关爱活动捐

赠仪式。河南天鑫置业有限公

司董事长刘晓翠捐赠了 100万

元，并表示将持续关注老区发

展，为老区建设贡献绵薄之力。

“当前，全市上下正在开展

‘关爱你我他（她）·温暖千万

家’行动，市老促会积极与爱心

企业河南天鑫置业有限公司进

行协商后，该公司慷慨解囊，大

力支持革命老区基础设施建

设，充分体现了高度的社会责

任感和奉献精神，进一步坚定

了我们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

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决心

和信心。”捐赠仪式上，源汇区

委副书记、区纪委书记、区监委

主任许绍伟表示。

“看到这些路灯给老区群

众的生活带来便利，我们很欣

慰。”漯河市老促会会长黄国英

说，下一步，市老促会将深入开

展“关爱你我他（她）·温暖千万

家”行动，聚焦老区群众最关

心、最关注的问题，发动更多爱

心企业和爱心人士加入进来，

用心用情用力为老区群众排忧

解难，让更多老区群众享受乡

村振兴发展成果。

夜幕降临，一盏盏整齐排

列的路灯亮了起来，守护着过

往的行人和车辆。走在陶庄村

干净整洁的道路上，温暖的灯

光下，几名村民有说有笑，孩子

们你追我赶尽情嬉笑打闹，一

幅美丽乡村的幸福画卷悄然展

开。 （宋世望刘丹陈栋）

老区新貌老区新貌

践行“两个更好”要求加快老区振兴发展
——访河南省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刘春良

漯河市源汇区开展“照亮老区”工程试点

17个老区村有了光伏路灯

宝丰县商酒务镇皂角树村利用红色场馆发展红色旅游，助推乡村振兴——

“红色引擎”激活老区发展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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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新密市迎来了一场降雪，大地银装素裹，美不胜收。该市革命老区尖山乡依托红色旅游资源打造的滑雪场，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踏雪赏景。 梁冠山白银超 摄

全面推进老区振兴发展全面推进老区振兴发展
省市县会长访谈

近日，河南省老区建设促进会召开

第七届理事会第一次会长会议。会上，

省老促会第七届理事会会长刘春良同志

就新时代做好革命老区振兴工作提出了

明确的任务和要求。记者就此采访了刘

春良同志。

记者：党中央高度重视老区建设，经

常从媒体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深入革命

老区考察指导工作，请刘会长介绍一下

河南这方面的情况。

刘春良：我们讲的革命老区，是指

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

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和抗日战争时期建

立的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根据

地。革命老区是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是

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生动的历史

见证。我省是个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

省份，土地革命时期鄂豫皖苏区是仅次

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全国第二大根据

地，抗日战争时期，确山县竹沟村被誉

为“小延安”，为新四军培养了大批干

部，输送了无数革命战士。全省 17 个

省辖市和济源示范区都有革命老区，老

区县（市、区）占全省县（市、区）总数的

75.32% ，老 区 人 口 占 全 省 总 人 口 的

56.1% ，老 区 面 积 占 全 省 总 面 积 的

69.2%。革命老区和老区人民见证了中

华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波澜壮阔的英

勇斗争历史，并为争取革命胜利作出了

重大贡献，付出了巨大牺牲。

经河南省委同意，我省早在1993年

就成立了省老促会。目前，除开封市外，

省辖市以及有老区的 122个县（市、区）

都设有老促会，会长、副会长均由同级

党、政、军退下来的主要领导干部担任。

其主要职责是，遵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

委、省政府关于加快老区发展的一系列

指示精神，促进政策落实，促进光荣传统

传承，动员社会各界支持老区，助力老区

经济社会振兴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曾指

出：“老促会是以离退休老同志为主体组

织起来的一支特殊队伍，既是各级党政

的高参，又是一支实干的力量，起着其

他社会力量所无法取代的作用。”

记者：祝贺您连任河南省老区建设

促会会长！作为河南省革命老区建设促

进会的第六届理事会会长，回顾过去五

年的工作，您认为有哪些方面可圈可点？

刘春良：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革命老区的系

列指示精神，紧紧依靠各级党委、政府，

主要办成了两件大事：一是积极推动《河

南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促进条例》出台，

为促进老区建设提供法律保障，已经走

在了全国前列；二是历时 5年编纂出版

了《革命老区县发展史》，共 109部，约

2500万字，集中反映了老区光辉的革命

史、英勇的奋斗史、辉煌的成就史，现在

已成为各地党史教育的鲜活教材。

与此同时，我们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积极建言献策，全省各级老促会先后开

展调研 480余次，其中省老促会牵头组

织 26次调研活动，集中精力撰写了 40

多篇有情况、有分析、有建议的调查报

告，这些调查报告大部分得到了省委、省

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的充分肯定，

并批示有关部门认真研究，采取措施加

以落实。省老促会组织动员社会力量，

千方百计为老区办实事、做好事、解难

事，全省共募集资金1.11亿元，引进资金

19亿元，实施了 1700多个项目。省老

区建设基金会连续 10年组织爱心企业

和省属 12所高校对老区困难家庭大学

新生开展捐资助学活动；洛阳市也积极

主动多方联系有关慈善组织和爱心企

业，先后引进资金6679.61万元，有效改

善了一批老区学校的办学条件；三门峡

市现已累计争取老区建设专项资金

1902.52万元，实施 13个基础设施提升

改造项目、48个种养基地开发项目；平

顶山市老促会利用财政专项资金和社会

捐款，完成了 536 个道路桥梁、人畜饮

水、农田水利、学校建设等建设工程，实

实在在提升了老区群众的获得感，受到

了老区人民的交口称赞。

记者：请问在新的五年里，您在抓革

命老区建设工作上将有哪些新的思考？

刘春良：习近平总书记具有深厚的

老区情怀，特别是2019年在我省新县视

察时提出了“要把老区建设得更好、让老

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重大要求，党的

二十大报告又再次提出“支持革命老区、

民族地区加快发展”，为我们做好老区工

作提供了历史机遇、提供了根本遵循。

今年1月 18日，河南省委常委会认真听

取了省老促会工作汇报，省委对全省老

促会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对做好老

促会今后工作提出明确要求。9月27日

在郑州召开的省老促会第七届理事会第

一次全体会议上，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

记周霁同志出席并讲话，副省长武国定

参加。周霁同志代表省委对老促会工作

作出安排部署。

今后五年，我们要以党的二十大精

神为指导，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围绕“两个更好”的重大要求，努力发挥好

参谋助手、桥梁纽带和传承保护三大作

用。一是发挥好党委政府的参谋助手作

用。要充分发挥老促会离退休干部工作

经验丰富、各种情况熟悉、思考问题全面

等优势，紧跟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深

入开展主题调研、重点调研。要围绕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加快革命老区建设的重要

思想，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围绕党委

政府关心、老区人民关注的热点难点痛点

堵点问题开展调研，为党委政府做好老区

发展工作提供帮助。二是发挥好服务老

区的桥梁纽带作用。要动员、吸引各方力

量参加到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建设中来，努

力形成促进老区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大合

力。要加强同各职能部门的常态化沟通

对接，让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支

持革命老区发展的政策措施落到实处、见

到实效。要敞开大门，广交朋友，把那些

愿意帮助他人、有能力帮助他人的爱心单

位和人士动员起来，引导他们到老区投资

兴业、奉献爱心，共同促进老区发展。要

充分发挥老区建设基金会公益平台的作

用，增强服务老区和老区人民的能力。三

是发挥好弘扬老区精神的传承保护作

用。红色资源是革命文化的重要载体，是

党史教育最生动、最鲜活的教材，是在全

社会特别是青少年中树立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有效抓手。要按照习近平总书

记的要求，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

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要加大

红色资源普查保护利用力度，继续开展

“弘扬老区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示范基地

的命名和管理工作。各级老促会要加强

与文旅部门的沟通联系，推动“红”“绿”深

度融合，让红色资源活起来、亮起来、热起

来。全省各级老促会要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新县时提出的

“两个更好”的重大要求作为自己的光荣

使命，为革命老区的建设发展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本报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