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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进中国 精彩故事
见证出彩河南之 篇发展

今日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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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版·要 闻

□本报记者 董 娉

Hi！大家好，我是蓝莓，英文名字叫 Blueberry，
一直是进口水果市场上的“宠儿”，也就是说，我很
抢手哦！我的原产地智利是第一个获得中国入境
和本地化生产许可的国家。由于保鲜期仅有 10
天，经专业果农采摘后，我必须立即进入包装厂进
行清洗、分拣，并用专业的保鲜袋装盒，通过全货机
的冷链“护航”，快速进入到中国市场。

曾经，因为没有直航航线、全货机包机、快速查验
通关，我无法直接来到郑州，必须通过航空运输飞往
北京、上海、广州后，再分拨到河南各地。长途跋涉的
公路运输也让我失去了原有的新鲜程度和纯正口感。

今非昔比，郑州航空港国际航线一条接一条地
开通，我也实现了“从产地直达餐桌”的愿望。从 11
月 23日起，我“坐”着卢森堡货运航空公司的“空中
巨无霸”、享受着世界上最先进全货机的恒温保鲜
待遇、仅需要 20个小时的航程，就从南半球“穿越”
到了河南。我们这个“庞大”的进口水果团队，分别
搭载 6架卢货航包机陆续抵达郑州机场，每个航班
进口水果约 112吨，货值 170万美元。

包机上与我同行的还有车厘子，我们在郑州完
成抽样检测后，将通过机场的卡车航班运送到北
京、天津等全国一线城市。由于郑州地处中国的中
心，多式联运体系最大限度地缩短了中转周期，实
现了货物的快速集散化。

我们的到来，让郑州机场成为中西部地区第一
个完成包机进口新鲜水果的进境水果指定口岸，也
带来了“卢森堡—郑州”国际货运航线 5 个月内超
万吨运输量的“喜讯”。

“以包机形式从境外空运水果非一般承运商能
力所及，可执飞洲际航线、载货量多的卢货航定期
航线让我们最终选择了郑州机场作为分拨枢纽。”
我的进口商——大连毅都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认
为，凭借“卢森堡—郑州”的全货机航线，河南建起
直通南美的“空中桥梁”并实现货物直达，郑州机场
也渐成中西部地区进口进境鲜活产品的集散地。

随着卢货航即将开通米兰至郑州的航线，中欧
直飞航班将加密至每周 6班，我的进口商也开始谋
划“新动作”，计划将进口水果包机加密到每周七
班……“商品的产品多样化和进口国家的多元化，正
在吸引越来越多的进口商和国际物流公司把郑州机
场作为国际进出口岸。”河南机场集团负责人说。

听说今年和我一起搭乘全货机航线往返在“空中丝路”上的产品可谓
花样繁多，除了与百姓舌尖“亲密接触”的挪威三文鱼和孟加拉国黄鳝等生
鲜产品外，还有各种电子产品、轻工业产品，以及汽车配件等装备制造业产
品。怪不得我一落地，就看到郑州机场真叫一个繁忙啊。听机场的工作人
员说，郑州机场目前全年货运量已经突破了35万吨，同比增长109%，增幅
持续保持全国大型机场首位，每周92班全货机通航至全球34个城市。

完善的国际货运航线网络、便捷的综合交通优势、快速的货物分拨
能力，正在加速推进郑州成为国际航空货运枢纽和全球物流集散中心。
这一切，让我不由得想起了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主席贝纳德·阿留几个
月前的那句赞叹：“应尽快把‘郑州经验’介绍到国际社会中去！”③11

水调歌头·北方水城
水城中原秀，五湖连青天。菊花狂放金

蕊，御河映暄妍。明月彩舟慢随，掀起宋都风
帘，美人醉拨弦。琵琶惊星落，一曲越千年。

观今古，思成败，快“开封”，沧桑刹那，追
光逐电自加鞭。人皆担当责任，城载民生希
望，敢不勇争先？繁华清明地，振兴梦期圆。

（吕志雄）

12 月 15 日，农历大雪之后的寒意笼罩
着开封，夜幕下的包公祠码头却热络如常：
华灯映水，琴声悠远，宋服打扮的船工驾着
游船，满载游客缓缓驶入大宋御河。两岸画
舫楼阁、栈桥回廊古朴雅致，宋词乐舞丝竹
管弦之声自灯火阑珊处悠荡而来，让人仿佛
穿越千年时光，梦回东京汴梁……

截至 2014年 11月，大宋御河游览项目
游客超过 400万人次。小桥、流水，古城、古
船，美食、美景……来来往往的游人在陶醉
其中的同时，更多地会发出惊诧：这是那个
几经繁华没落的八朝古都吗？

水之魅：宋风宋韵绘底色

开封之兴，得益于水运的通畅；开封之
衰，亦因水路的淤塞。

“开封历史上历经多次水淹，秦将王贲
水淹魏国大梁和李自成起义这两回淹得最
厉害。”12月 12日，开封市方志学家沙旭升
向记者打开了话匣子。他对开封历史掌故

如数家珍，“明代初期，汴河仍在通航，明末
水道淤塞之后漕运就荒废了。”

历史上，隋炀帝开掘大运河，开封尽享水
运之利，五代时发展为北方最大城市。北宋
时东京开封府成为一国之都，汴河、蔡河、五
丈河等五大河流穿城而过，成为全国的水运
中心和“天下枢纽”，经济社会发展达到鼎盛。

1284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沿黄河而
下，到达北宋故都汴梁。“汴河直通运河，北
连通州、南通杭州，城内六条水系，和我的故

乡威尼斯何其相似乃耳！”在《东方见闻录》
中，他这样描述当时开封的水运盛况。

历史的辉煌映衬着近世的失落，“星光黯
淡”的开封在重绽光芒的路上并非一帆风顺。

开封，一直在憋着一股劲儿，谋划“开封”。
2011年 3月，开封宋都古城文化产业园

区获文化部命名，成为中部省份唯一的“国
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同年 9 月，建设
中原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郑汴一体化进
程加快，为文化资源丰厚的开封带来了前所

未有的发展良机。2012年 1月，开封市委明
确提出了打造国际文化旅游名城、建设经济
文化强市的发展思路。

思路决定出路。开封的决策者把探寻
的目光落在了“水”上。

曾经的发达水系给开封留下了丰厚的
遗产——黄汴河、惠济河、广济河、利汴河

“四河”穿城而过，河流曲折环绕尽显水城特
色；包公湖、龙亭湖、西北湖、铁塔湖、阳光湖

“五湖”星罗棋布，如明珠般散布在城市的角
角落落。丰富的水资源和灿烂的水文化，成
为宋都古城最富灵气和最具魅力的风景。

作为书画之乡、戏曲之乡、木版年画之
乡、盘鼓艺术之乡、菊花之乡，开封如何盘活
遍地都是的历史文化瑰宝，又怎么把这些人
文、自然资源转化为现代优势？

开封市委书记祁金立脑子里始终刻着
两个概念：八朝古都、北方水城。“文化是开
封最大的资源，我们要用现代理念盘活优势
资源，彰显开封的宋文化特色，实现打造经
济文化强市、快速崛起振兴的总目标”。

城墙修复、水系建设、书店街整修、鼓楼
复建等文化提升项目亮点纷呈，“宋都古城”
的文化味道日益浓厚，“外在古典、内在时尚”
的精神气质日益凸显，开封打开了城市经济
社会发展的广阔空间，开启了古城复兴之门。

水之机：全盘皆活谋复兴
“以前来开封，就是看看铁塔，游游龙亭，

一天就逛完了。现在好看好玩的景点项目太
多了，住上两三天都玩不过来。”正在小宋城
里品尝灌汤包的郑州游客林念向记者感叹。

（下转第二版）

荡开古都复兴门
——开封巧做“水”文章·资源篇

□本报记者 王亚明 张学文 薛世君

本报讯（记者冯 芸）12月 17
日，由省社科院主持编撰的《河南
经济发展报告（2015）》（下称《蓝
皮书》）发布。《蓝皮书》以“新常态
下的河南经济发展”为主题，分析
了 2014年河南经济运行中表现出
来的新特征、新态势，预测了 2015
年河南经济发展走势，并提出对
策建议。

《蓝皮书》指出，2014年，河南
经济运行呈现总体平稳、小幅波
动、缓中趋升等特点。预计 2014

年我省 GDP 增长 8.7%，居民消费
指数 CPI上涨 2%左右。

新常态下河南经济呈现出诸
多新变化、新特征，主要表现在：增
长速度有快有慢，河南生产总值增
幅放慢，但一些体现民生改善、调
整升级的指标增速均高于 GDP增
长；结构调整有进有退，第二产业
增加值的增速下降，第三产业增加
值的增速和占比明显提升；发展动
力有增有减，消费的拉动作用不断
增强（详见7版理论）。 ③7

风景如画的清明上河园令国内外游客流连忘返。⑤3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

省社科院发布河南经济蓝皮书

预计今年我省GDP增8.7%

强村富民谋发展

从淅川搬迁到社旗县城郊乡
后，短短数年，高庄村已吸引两家
养殖企业入驻，村集体用扶持项
目资金建成养殖企业资产，以出
赁方式注入企业，每年按出资额
的比例获取利益，村里一年有五
六十万元的集体收入。村民在养
殖企业打工，收入也大幅增加。

高庄村是南阳移民村发展致
富的一个缩影。

把强村富民作为一个战略来
实施，是有着深刻的背景和现实
意义的。从祖祖辈辈生息繁衍的
故土迁出，投身于陌生的环境，搬
迁后移民短期内容易出现产业停

滞、收入下降的问题。仓廪实而
知礼节，民穷则乱，民富则安。

省水利厅副厅长、省移民办
主任、曾任主管南水北调和移民
搬迁安置工作的南阳市副市长崔
军深有感触，他指出，要把增加移
民村集体资产、壮大村级积累，以
村强带民富作为增强移民发展后
劲的有效途径，走出一条发展现
代农村经济的强村富民之路。

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渠
首市，南阳市近年一直在实践探
索 移 民 长 期 稳 定 发 展 的 有 效 途
径。南阳市市长程志明说：“要打
好‘移民牌’，把移民发展致富纳
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纳入全市
重点项目区和政策支持重点区，

做大做好移民创业园区经济，广
开渠道招商引资，发展移民专业
合作社，大力引导扶持移民发展
经济，增加移民收入。”

加大帮扶力度。浩荡艰辛的
移民集中搬迁胜利完成后，南阳
市委、市政府迅速转移工作重心，
实行市领导联系县区移民后续发
展稳定工作制度，由 14 名副厅级
以上领导联系 6 个县区。在原市
直单位 55个包乡联村工作组基础
上，组建 42 个包乡联村联络组联
系全市 42 个移民乡镇、61 个移民
村，选派 61名市、县直优秀党员干
部到移民村任第一支部书记，重
点做好建班子、帮民富、促稳定工
作，受到了移民群众的欢迎。

实施“强村富民”战略。为增
强移民村产业发展的科学性，按
照“科学规划、因地制宜、分类指
导、逐步推进”的思路和适度超
前、各具特色的要求，科学编制移
民村发展规划，紧紧围绕区域特
色、资源优势和环境条件，突出主
导产业发展、完善社会服务组织、
壮大村级集体经济，选择适宜的
发展途径。截至今年 8月底，历时
3 个月，涉及南水北调移民安置的
6 个县区、80 个移民村（包括 19 个
后靠分散安置移民村）“强村富
民”规划在全省率先编制完成，顺
利通过专家评审，已经开始批复
实施，共编制规划项目 1040个，规
划投资 14.75亿元。

开展增收致富竞赛活动。坚
持以移民增收致富竞赛活动为载
体，提高移民区经济发展水平。
活动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三化、四
业、两培训”，即实施水利化、林网
化、机械化，发展特色种植业、养
殖业、加工业、服务业，加强移民
生产技能和就业技能培训。市政
府设立移民增收致富竞赛奖励资
金,每年拿出 500万元,采取以奖代
补形式,专项用于竞赛活动的奖
励，调动了各方面发展的积极性。

加强移民培训就业。积极发
挥移民部门培训“龙头”作用，在此
基础上，整合各级农业、劳动、商
务、供销、教育等部门培训资源，与
当地大中专院校合作，建立市级移

民培训基地，免费为移民开展农业
实用技术、职业技能、致富带头人、
移民村主干培训和中等职专学历
教育，累计培训移民 2.6万人次，实
现就业 2.1万人。今年 4月份，南阳
市 移 民 局 又 结 合 实 际 制 订 了
2014-2017 年三年培训计划，拟通
过多种途径，再完成南水北调移民
农业实用技术、职业技能及村卫生
员、教师培训 2.6万人，目前全市已
新增培训移民 2000多人次。

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在发
展过程中，市移民局按照省政府
移民办“扶持资金项目化、项目资
产集体化、集体收入全民化”的帮
扶原则，积极创新移民后扶项目
投入模式，转变投资方式，把移民
扶持项目、涉农项目集中投入到
移民村经济发展项目上来，以村
集体资产形式注入引资企业；转
变经营方式，对移民村扶持项目
形成的资产全部交给村集体，村
集体以资产经营的方式采取入股
或出赁方式实现利益回报和效益
最大化。（下转第四版）

安 民 在 于 富 民
——南阳市移民稳定发展工作纪实

南阳市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
渠首所在地，是河南省丹江口库区移
民的唯一迁出地和重要安置地，共迁
出移民 16.59万人，其中市内 6县区安
置 7 万人。移民搬迁完成后，南阳市
迅速转移工作重心，创新工作思路和
方法，按照十八大“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要求，统筹移民村经济社会发展，
加快移民稳定致富步伐，探索出了一
条新时期水库移民工作新路子。

南水北调成败在水质，关键在移
民。移民搬迁是中线工程建设的前
提，移民稳定是中线工程顺利通水的
保障。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日前已正式
通水，亘古南流的丹江掉头北上，直
送京津。记者近日深入南阳市移民
村采访，一个个漂亮整洁的移民村，
洋溢着生机活力，涌动着发展热潮。

移民迁安发展问题被称为“天下
第一难”，破解“天下第一难”，南阳给
出了精彩答案：多措并举，通过富民
实现安民，目前移民村已初步实现了

“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的目标。

本报记者 张海涛 本报通讯员 吴家宝 刘富伟

▶▶4版·深 读

▶▶3版·河南新闻

12 月 17 日，通过郑州铁路局官方微信征集的 100
名热心网友作为首批试乘者免费乘坐 C2802 次列车，
体验郑开城际铁路。据了解，郑开城铁一站式直达最
快 19分钟到达。⑤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一位当代女记者追寻萧红
的传奇之路，一场济水边的文学
聚会——

关于《落红记》，
那些你不知道的故事

中原银行
筹建申请获批

我省首家地方股份制法人
金融机构成立进入“倒计时”

“智商”高还得用着好
技术强也要有国标

智能家居
咋能“智”存高远

一碗烩面价 穿越回“宋城”
▶28日正式开通运营 ▶全程票价18元

▶▶2版·要 闻更多内容详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