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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将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核心示范区；开封市打造黄河流域都市文
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濮阳将建黄河生态涵养带

郑州、开封和濮阳都要在黄河上下功夫

2020年1月15日 星期三
责编 李春梅 美编 孟萌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作
为我省沿黄城市的郑州、开封、
濮阳等市会交出怎样的答卷
呢？在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
进行期间，大河报记者分别对
郑州、开封、濮阳团的人大代表
和政府相关人士进行了采访。

郑州将建设1200平方公
里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核心示范区，力图打造
一个黄河文化自然生态的窗
口；开封市则借助其旅游文化资
源，打造黄河流域都市文旅融合
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濮阳市则在
生态上下功夫，实施黄河生态涵
养带、黄河故道防护林带和都市
生态林业圈等建设。

【郑州】打造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示范区和黄河历史文
化主地标

作为省会城市，郑州市在
我省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这一国家战略过程
中，理应发挥示范与核心作用。

1月4日，郑州市召开《郑
州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核心示范区概念性总
体规划》评审会。根据规划，郑
州将建设1200平方公里的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核心示范区，东起中牟西到巩
义，南抵连霍高速。

今年两会期间，郑州市发
改委主任杨东方在接受大河报
记者采访时说，郑州市发改委
经研究形成了建设核心示范区

的初步构想，从三个方面确定
功能定位，即打造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示范区、国家高质量发
展区域增长极和黄河历史文化
主地标。

【开封】打造黄河流域都市
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示范
区

开封城摞城，很大一部分
原因便在黄河身上。大河报记
者了解到，黄河干流在开封市
境内88公里，流经四区一县12
个乡镇，流域面积达264平方
公里。省人大代表、河南大学
中原发展研究院院长耿明斋
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明确
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的路径，指明了前进的方
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要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做好
2020年的工作。

大河报记者从开封市政府
了解到，开封将打造开封黄河
文化核心展示区。建设黄河悬
河开封城摞城展示区、千年中
轴线展示带、宋文化传承展示
名城等工程，讲好“黄河故事”，
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

打造开封水生态文明建设
先行区。突出开封北方水城特
色，加大沿黄湿地、森林、水系
保护力度，推进黄河滩区生态
修复，强化水资源节约利用，建
设生态宜居魅力古都，引领黄
河流域水生态文明发展。

打造开封黄河流域大都市
区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示范

区。

【濮阳】打造黄河生态涵养
带

如果说三门峡是“西大
门”，放黄河水浩荡流入我省；
那么濮阳就是“东大门”，目送
黄河水平缓流入山东。

据了解，濮阳地处黄河河
南段最下游，黄河过境167.5公
里，占全省的23.6%。境内黄
河流域面积2142平方公里，占
全省的42.9%。“二级悬河”全
省最长、滞洪区面积全省最大，
有着“黄河之险险在河南、河南
之险险在濮阳”的说法。

濮阳市发展改革委主任张
相坤说，针对境内黄河流域生
态环境脆弱，水资源利用率不
高等问题，把生态保护放在优
先位置。同时，将黄河防洪与
减轻泥沙淤积统筹考虑，构建
完善的防洪减淤体系，减缓黄
河下游淤积，确保黄河沿岸安
全。

濮阳将推进生态“三带一
圈”和沿黄生态廊道建设，持续
推进国土绿化行动。实施黄河
生态涵养带、金堤河生态涵养
带、黄河故道防护林带和都市
生态林业圈建设，加快推进以
引黄入冀补淀工程为轴的西部
生态走廊、第一濮清南干渠和
马颊河为轴的中部生态走廊、
黄河生态走廊、金堤河生态走
廊等生态“四大走廊”建设，打
造城市“绿芯”。

郑州开封濮阳开始创作“黄河故事”
□策划 政务产品部 统筹 刘瑞朝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郭兵 孙煊哲 段伟朵 刘瑞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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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十三届人大三
次会议昨日闭幕。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是这几天会场内外的热议
话题。对此，郑州航空工业
管理学院大数据科学研究
院院长王军倍感振奋。

去年以来，王军一直在
为他建立“沿黄流域生态环
境空天地一体化大数据平
台”的建议鼓与呼。 具体怎
么做？王军提出了3点建议。

王军介绍，可以综合
利用国家“高分”航天遥感
信息和“郑航一号”为代表
的有人、无人航空遥感手
段，结合地面、水面的固定
或机动信息采集节点，共
同构成一个全流域、全时
域、全要素的立体化生态
环境大数据采集体系，为
开展流域内大气污染、水
体污染、土壤污染联防、联
治，林草植被覆盖和水土
保持监测评估，农作物土
壤墒情预测和水资源集约
应用提供数据基础。

王军介绍，可以以郑州
航院大数据科学研究院、航
空大数据省级工程中心为
主体构建黄河流域生态环
境空天地一体化大数据分
析平台。对沿黄流域相关

数据资源时空统一编码，实
现在线汇聚、在线监测、在
线处理、在线调度、在线预
警、在线融合、在线分析、在
线发布等功能，为沿黄河流
域“全线一盘棋”提供大数
据服务。

“可以围绕流域内水源
涵养提升、水土流失治理、
生态环境的养护修复等方
向开展专项应用研究，实现
资源统筹规划，危害预测监
测和定制化应用服务。”王
军表示，可以围绕水污染综
合治理、大气污染综合治
理、土壤污染治理等方向开
展专项应用研究，实现重点
区域的实时监测，重大事件
应急处置的联防、联治；围
绕水源地涵养、水资源的集
约高效利用等方向开展专
项应用研究，实现流域内
干、支流的水资源预测评
估，农田用水需求预测评估
和农作物的精细化植保作
业应用；围绕区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等方向开展专项应
用研究，实现宜农则农，宜
工则工，宜商则商的全流域
产业整体规划设计，为经济
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协同发
展贡献力量。

学者王军：

建议打造沿黄河流域
“全线一盘棋”大数据服务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段伟朵

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
●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

●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让饭店酒吧

●寻人●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

●软件网站●航空售票●转让●声明

分类广告

大河报广告中心
1.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2.中原路与大学路交汇处向北50米
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欢迎刊登

大河报
分类广告

家政服务

●培训后保姆保洁65930584

公告

●减资公告:河南泓檀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00MA480C8B57)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

由人民币壹亿零捌万圆整减至

人民币壹仟零捌万圆,请债权

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

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

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声明

●郑州市烟草公司工会新密市

分公司分会委员会开户许可

证丢失，核准号 J491002027
2602，开户银行:交通银行郑

州新密支行，账号411068500
018010034943,声明作废。

●缴款人王占辉于2019年7月
25日交纳的诉讼费-案件受理

费25852元所出具的票号为29
50395的《河南省政府非税收

入票据》收据联不慎丢失，因

此造成的一切法律后果由本人

承担，特此声明。

●陈昊,河南检察职业学院毕业

证丢失，注册证号，1349912
01706000229，特此声明。

●郑州市惠济区聚味斋食品商

行开户许可证（账号：160362
01040007538；核准号：J4910
047235901；开户行：农业银

行郑州民安北郡支行）遗失，

声明作废。

●蔡继红本人的商业大厦股权

证原件(股东代码01007382内
股证号0007382)遗失特此声明。

●河南泰通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遗失2019年11月12日开具给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濮阳供

电公司收据1份,号码980592
8,金额272201.6元,声明作废

●河南麦希商贸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姓名:王静，身份证号41010
5197207202765,将河南长基

雁鸣湖新农村建设开发有限

公司五张收据丢失,收据号:
3734321，金额:人民币捌仟

伍佰柒拾陆元整；收据号:3
734348,金额:人民币贰佰万

元整,收据号:3734347,金额

：人民币肆拾贰万捌仟玖佰

元整,收据号:3307332,金额

：人民币贰万元整，收据号：

3702642，金额:人民币：捌

万元整，声明作废。

●张迎雪遗失河南护理职业学

院护理专业专科毕业证书,证
书编号143491201806000887，
声明作废。

●编号P411261672姓名:许依桐，

出生日期2015年1月13日的出

生医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吴丽娟身份证65412319890
2145120保险执业证遗失,号
020001410000800020150
28500声明作废。

●郑州山水物资有限公司机构

信用代码证（代码:G104101
8213822851R）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王永波不慎将律师

执业证遗失，执业证号:1410
1201410727308，执业单位:河
南鼎德律师事务所,声明作废。

●郑州市中原区锤子床上用品

商行营业执照副本遗失，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102M
A44UBMX1G声明作废。

●洛阳蓝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发票专用章（编码41030501
33514）丢失，声明作废。

●洛阳友酒商贸有限公司公章

(编码4103020044377)遗失，

声明作废。

●本人韩万洋,2019年6月9日在
南阳锦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购买荣威车一辆，车架号：

LSJA24U67JS193045，发票

代码:141001920076,发票号码：

01216976,发票丢失,特此声明。

●本人王雷将郑州航美正兴科

技园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据1
张丢失，票号20183202金
额:贰拾柒万元整，声明作废。

●我单位郑州市高技能人才

公共实训管理服务中心使

用的河南省政府非税收入

票据，票号0012305票据

批次OA[2015]，不慎丢失，

声明作废。

●郑州市二七区爱狮电动车经

营部，不慎将营业执照正副

本丢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10103MA45X6W5J,特此

声明作废。

●王保珍(身份证号:411522198
912072146)的法律职业资格证

正本、副本(编号:C20124115
220281)遗失，声明作废。

●刘创遗失士官证,证号：士字

第20150063137号，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