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力打造领航中原腾飞的航空枢纽
——专访河南机场集团公司总经理杨献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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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中线行
之新野见闻

这几天，鄢陵县金汇区司法所
所长赵振辉特别忙。他到县产业
集聚区各家企业走访，当得知农民
工回家抗旱保秋都可全额领到工
钱，很高兴。

园区企业员工多是本地农民，
农忙时节要回家忙农活。以往，园
区外地企业不愿给中途回家员工
结算工钱，曾引发不少矛盾。赵振
辉积极上门调解，既保护了农民工
权益，也照顾到企业的利益，赢得
广泛赞许。

这是许昌司法行政机关“贴
身”服务产业集聚区的一个缩影。
记者在许昌市部分县、区产业集聚
区采访，经常听到企业对园区司法
所的赞许声。

鄢陵县产业集聚区规模以上
企业达 158 家，因工业企业快速集
聚和发展，园区已形成一个新区
——金汇区。

企业多了，矛盾纠纷也随之增
多。为服务产业集聚区发展，2013
年 6 月，在许昌市司法局指导下，
鄢陵县司法局设立了金汇区司法
所，“全国人民调解能手”赵振辉担
任所长。

在对园区入驻企业走访过程
中，赵振辉发现，随着产业集聚区
规模不断扩大，征地拆迁成了老大
难问题。司法所反复调研后，建议
由区政府出面依据相关法律把全

区土地进行流转，成立农业公司耕
种管理，保证企业用地，农民纳入
城镇户口管理，就近入厂务工。当
年，此举彻底化解了园区建设的拆
迁矛盾。一年来，金汇区司法所提
出 10 余条有价值的建议，如破解
堵门讨债、化解破产纠纷等，被企
业老板誉为化解矛盾的“金钥匙”。

目前，许昌市共有产业集聚区
10 个，入驻企业达 2251 家。许昌
市司法局在 10 家产业集聚区全部
建起司法所和调解委员会，围绕产
业集聚区建设做好法律服务工作。

小小司法所，作用可不小。像
金汇区司法所一样，各产业集聚区
司法所纷纷成立了法律宣讲团、法
律服务团，组织律师、公证员、法律
服务工作者共同为园区建设提供
贴心法律服务。“司法所虚功实做，
打出‘组合拳’，促进了产业集聚区
的健康发展。”魏都区区委书记唐
彦民说。

记者了解到，许昌各家产业集
聚区均设立有园区调委会，下设多个
社区调委会。人民调解员深入企业，

“既排查矛盾，也普法谈心”，就地化
解企业经营中遇到的各类纠纷。

许昌市司法局局长刘建青说：
“司法行政工作的出路在于务实创
新。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拓宽产
业集聚区司法所的工作范围，整合
法律服务资源，为产业集聚区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服
务。”③12

许昌司法行政机关“贴身”护航产业集聚区

小小司法所谱唱“和谐曲”
□本报记者 谢建晓

本报讯 （记者冯 芸）8 月 13
日，夜幕初降，河南师范大学新联
学院图书馆里灯火明亮。中国大
学生骨干培养学校第七期的学员
们，在这里举行了暑期实践锻炼总
结交流会，共忆十几天的学习实践
活动，共话十几天来的感想感悟。

“中国大学生骨干培养学校第
七期学员实践锻炼河南行”8 月 4
日启动以来，179 名学员分别前往
兰考、安阳、信阳、济源四地，感受
和学习“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
神”、“大别山精神”和“愚公移山精
神”，通过理论学习、社会实践、社
会观察、红色教育、能力训练、交流
研讨等方式，使大学生骨干进一步
坚定了理想信念、磨砺了意志品
格、提升了实践能力。

在总结交流会现场，学员们将
自己十几天来的点点滴滴汇聚起
来，制作成了一张张精美的 PPT，将
在四地实践活动中的精彩场景凝聚
其中，和大家分享实践锻炼的收获。

北京大学学生会副主席李赫
然说，缅怀革命烈士的奋斗历程，

让我看到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让我
坚信奋斗会让祖国更加美好。

随后，学员们将他们此次河南
行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编排成
精彩的节目。婉转悠扬的独唱、活
泼欢快的舞蹈、韵味深长的诗朗
诵、激情飞扬的大合唱，无不洋溢
着青春的气息，展现了当代大学生
的风采。

团省委副书记、党组副书记李
若鹏表示，中国大学生骨干培养学
校第七期的学员们通过这次河南
行，探寻到了精神瑰宝、撷取了精
神火种，接受了一次精神的洗礼、
思想的升华。希望学员们以此次
活动为起点，进一步坚定理想信
念，大力传承和弘扬民族精神，积
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据悉，活动开展的同时，学员
们#晒晒我的河南行#微博大赛也
在网上如火如荼地开展，在交流会
现场对微博大赛的获奖人员和团
队进行了颁奖。③12

中国大学生骨干培养学校第七期学员实
践归来话收获

精神的洗礼 思想的升华

背景素描
新野县既是南水北调丹江口库区移民

集中安置县，又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受水
区。当地共有移民 7171人，其中大中型水库

原迁老移民 464 人，南水北调丹江口库区移
民 1552户 6707人。共建 7个安置点（其中王
庄镇 4 个、溧河铺镇 3 个），调整土地 11104.7
亩，建房 1552座。

新野的名气来自“一把火”。在《三国演
义》的故事中，诸葛亮火烧新野，大破曹军。

而新野县名的来源却有很多说法，大多
版本都少不了土地“良沃”的表述。时至今
日，新野仍是全国产粮大县，连移民们都说
新野的地“金贵”。

“自家的屋前房后全种上了玉米。”王庄
镇周张坑移民新村党支部书记杨国东的话
一点都不夸张。

过惯了打鱼晒网、撒把种子望天收的日
子，初来乍到的移民多少有些“无所适从”，
好在当地的“土专家”、“田秀才”与移民们结
成对子，手把手为移民传授种植、养殖技术，
让他们适应新的农业生产习惯。

这不，村东北角有养殖场，村南头有花
生加工厂，就连移民们的传统手艺——种莲
藕也没落下。展开周张坑移民新村的规划
图，集莲藕种植、水产养殖和休闲娱乐为一
体的绿色农业生态园也正在建设中。

不仅如此，移民中的小年轻们还与当地
的姑娘小伙们联了姻，这让移民们彻底打消
了当地人“会不会欺生”的顾虑。

可移民们却还觉得还少了点什么。
“这儿的水没丹江水甜。”一位老大娘的

话或许就是答案，这其中也许就是少了“故
土”的味道。

在交谈中，淳朴的移民文化程度普遍不
高，讲不出什么大道理。但在他们的讲述
中，频频挂在嘴边的却是“国家大事”、“舍小
家为大家”等词语。

简简单单的话语却能品出他们对故乡
的难以割舍。至今，很多人的家里还放着一
撮土，那多是搬迁时特意从淅川带来的，成
为移民们对故乡最后的念想。

2010 年 11 月，刚刚搬来新野的杨国东
正带着人在田里给每家每户分地，突然听到
身后的一阵鞭炮响。回头一看，愣了愣神，
眼泪却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那天是农历十月初一，祭祖先、送寒衣
的日子。

故乡、故土，那山、那水，终究是移民们
无法抹去的记忆。

今年清明，村里特意包了大巴车统一组
织回淅川祭拜祖先。可总归是人多车少，每
户去的人都有定额，但有些人还是瞅着空位
就溜上车，说什么也不肯下来。

“都能理解。老坟大多都在淹没区，汛
期过后，多少人的祖坟都要被淹没在水下。
对有些人来说，这也许是最后一次看见坟头
了。”说完这些，杨国东再不言语，眼睛却望
向西边——那是淅川所在的方向。

早在搬迁前夕，一位淅川的姑娘特意去了
网上的“新野吧”，在贴吧里询问当地的情况，
言语中对新的生活充满忐忑。热情的新野网
友给她介绍当地的风土人情，回复中用的最多
的就是“一家人”。就这样，姑娘的心结渐渐被
解开。“刚到新野肯定不适应，但总会习惯的。
以后，这里就是我的家乡了，我想我会爱上新
野的。一定！”姑娘在最后这样回道。

走走看看，如今的淅川移民们已渐渐融入
当地，与土生土长的新野人并无差异，他们甚
至也爱上了张飞板面、三国臊子等当地美食。

“这日子越过越安心”，这句话代表了很
多人的心声。的确，身在哪里心在哪里，哪
就会是故乡，这里也渐渐会成为移民们的新
故乡，不是吗？③11

左图 新野县王庄镇周张坑移民新村小
学。⑤4 王冬安 摄

心 安 处 便 是 吾 乡

□本报记者 梁 栋 李 铮 归 欣
本报通讯员 乔 彬

“思路决定出路。思路正确了，就如同
飞机在航程中拨正了方向、找准了高度，就
能顺利向前航行。”这是河南机场集团公司
总经理杨献波对于本报“‘建设大交通，构筑
大枢纽，促进大发展’系列报道”的“注解”。

8 月 13 日，杨献波在接受本报记者专
访时表示，河南机场集团作为郑州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的核心和引擎，在省
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国家民航局

的 指 导 下 ，爬 坡 过 坎 、迎 难 而 上 、改 革 创
新、积极进取，肩负起国家首个航空经济
先行先试实验区建设排头兵的历史重任
和战略使命，打造了领航中原腾飞的强大
新引擎。

提起机场发展的“成绩单”，杨献波如数
家珍：上半年，客货运增速在全国 20 个大型
机场中排名均为第一，旅客吞吐量同比增长
26%，货邮吞吐量同比增长 127%，国际地区
货邮量已超过国内货邮量，全货机承运货邮
量占总量 70.14%，已占主导地位……

当前，在机场运营的客运航空公司达
23 家，开通客运航线 123 条，基本形成覆盖
全国和东南亚干支结合的航线网络；运营
的 货 运 航 空 公 司 达 16 家 ，货 运 航 线 达 26
条，全货机周航班量达 78 班，机场的口岸
功 能 进 一 步 完 善 ，货 邮 集 疏 能 力 大 大 增
强。

“今年是我省全面推进郑州航空港经济
综合实验区建设的重要一年，也是机场集团
公司改革发展的关键一年。”杨献波表示，建
设大枢纽，要近抓保障，远抓体系。“近抓保

障，就是要强化综合保障能力建设；远抓体
系，就是要强力推进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建设”。

据悉，今年下半年，河南机场集团公司
在客运方面将力争再引进 5 家航空公司，新
增 5 个通航城市，新开 10 条航线。大力开拓
低成本航空市场，组建本土低成本航空公
司，最大限度开辟客源、增加客流量。货运
方面，下半年力争再引进 4 家航空公司，新增
通航城市 2 个，新开航线 4 条，每周全货机航
班量达 100 班左右。③12

□本报记者 董 娉 实习生 张 媛

“建设大交通，构筑大枢纽，促进大发展”系列报道之反响篇

本报讯（记者尹江勇）被誉为“河南‘百家
讲坛’”的“中原大讲堂”本周日将在河南博物院
开讲，贾平凹、二月河、唐浩明、王向明、方尔加、
孙立群、周文顺、程隧营、张元伟等知名专家学
者将应邀主讲，为广大听众奉上 10场文化盛宴。

由省社科联、河南博物院主办，和昌大讲
堂、嵩阳文化承办的 2014 年“中原大讲堂·河南
博物院讲堂”，将于 8 月 17 日上午 9 点在河南博
物院西配楼多功能报告厅开讲。其中，8月份的
三场讲座全部由“百家讲坛”嘉宾主讲：8月 17日
由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方尔加主讲《老子的智
慧》；8月 24日由郑州大学教授周文顺主讲《亲民
艺术与焦裕禄精神》；8 月 31 日由南开大学教授
孙立群主讲《以史为鉴，启迪智慧——认识兴亡
周期律》。其他场次安排随后将陆续公布。

讲座入场券可于讲座当日在河南博物院
门口凭有效证件免费领取。③12

“中原大讲堂·河南
博物院讲堂”周日开讲

本报讯（记者高长岭 实习生
丁宝秀）8 月 12 日，记者从省地质
调查院了解到，该院承担的郑汴新
区地质环境综合调查工作已经完
成野外作业，目前调查报告正在编
制中。

据介绍，2011 年开始的郑汴
新区地质环境综合调查，超出了当
年划定的郑州新区和汴西新区，涵
盖了郑州航空港大部分地区，总面
积 2150 平方公里，基本摸清了郑
州都市区和开封城以西的地质综
合环境。

省地质调查院水环中心高级
工程师寇亚飞说，在调查区内，郑
州开封间，总体上地下水消耗与补
给呈现均衡状态，但也存在两个地
下水漏斗区，一个位于郑州市区东
北部万滩、花园口、姚桥三乡镇之
间，漏斗水位低于周边水位 8 米～
10 米，此漏斗区与渔业开采地下
水、黄河南岸水源地有直接关系；

另一漏斗区位于中牟县城，水位低
于周边水位五六米。

浅层地下水比较缺乏的地区
位于调查区南侧的孟庄镇、张庄
镇、薛店镇之间。而北部沿黄一
带，地下水由黄河侧渗补给比较及
时，黄河南岸可以开辟万滩西、东
漳——狼城岗、汴河堤三个水源
地。省地质调查院水环中心主任
焦红军说，可以适当对北部沿黄地
带扩大地下水开采量。

郑汴间地层在大致沿陇海铁
路一线的南北两侧形成了明显差
异，陇海铁路北侧属于黄河冲积扇
平原，土层密实度较差，属于距今
1 万到 5 万年间较新的沉积地层，
这增加了工程施工中处理地基的
难度；而陇海铁路以南属于山前冲
洪积平原，土层密实度较高，承载
力也相应提高，比北侧更适合建设
高层建筑，也更适宜开建地下停车
场、地下商场等地下建筑。③7

郑汴新区地质环境基本摸清

8 月 13 日，汤阴县几名农村妇女正在参加月嫂等家政服务技能免
费培训。该县通过免费开展家政服务技能培训等形式，引导和鼓励下
岗女工、留守妇女就业。⑤4 常中正 摄

本报讯 （记者李凤虎 实习生焦莫寒）8 月
13 日，郑州市公安局、交通运输委员会、城乡建
设委员会、城市管理局、监察局联合发布通告，
集中整治渣土车和混凝土搅拌运输车，重点严
查 7 种违法行为。

通告指出，对闯红灯的车辆，交警部门将对
其罚款 200元、记 6分；对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
驶机动车的，交警部门将对其处以 1000～1500
元罚款，行政拘留 15 日以下；对驾驶未悬挂机动
车号牌的车辆，交警部门将对其处以 200 元罚
款，记 12 分，依法扣留机动车；对疲劳驾驶的，交
警部门将对其处以 200 元罚款；对未取得道路运
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交通运
输管理部门将责令其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
处违法所得 10 倍的罚款；对单位和个人随意倾
倒、抛撒或者堆放建筑垃圾的，城市管理部门将
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对单位处以 5 万元罚款，对
个人处以 200 元罚款；对使用不符合规定标准的
车辆清运工程渣土的，城市管理部门将对每辆车
处以 5000元罚款。

当日起，郑州市城市管理、交警部门和交通
运输部门设立联合执法办公室，严查上述 7 种
违法行为。

此外，郑州市相关部门公布举报电话及时
接受群众的举报，并适当给予奖励。公安交警
部门举报电话：66521111；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举
报电话：67178840；城乡建设部门举报电话：
67881602 ；城市管理部门举报电话：67172000；
纪检监察部门举报电话：67186476。③12

郑州5部门联手
整治渣土车
严查 7 种违法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