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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脱贫攻坚一线飘扬在脱贫攻坚一线飘扬
组 织 篇

□本报记者 田宜龙
本报通讯员 宋会杰

锦屏山位于宜阳县城南，曾经柏
林如海、古木参天，风景独好，引得无
数文人墨客吟诗题咏。清道光年间宜
阳知县郑銮赋诗：“洛阳山色接宜阳，
夹道峰峦峙两行。行到宜阳山更好，
锦屏十二列青苍。”

锦屏山早年曾因过度采石，导致
山体破坏严重，草木不生。

如今，宜阳人克难攻坚，再上锦屏
山，投资1.8亿元、造林2万亩，坚定信
心再造一个省级森林公园，着力打造
新的绿色生态屏障。

6月 16日，记者随全省春季造林

现场观摩会，来到锦屏山生态园，只见
新植的五角枫、红叶李、大叶女贞等展
枝吐叶，石榴、梨等果树开始挂果。放
眼望去，绵延数公里的锦屏山，绿意尽
染，生机勃勃。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宜阳
县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按照洛阳市
委、市政府关于“一中心六组团”实施生
态对接的决策部署，实施宜阳规划的“一
带两翼四区一网”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全
域绿化，加快建设“富美宜阳”，助力洛阳
实现“四高一强一率先”奋斗目标。

高标准规划，建设宜居宜业
宜游富美宜阳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
把绿色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
将“美丽中国建设”写入规划，实现中
华民族永续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切实
贯彻新发展理念，树立‘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强烈意识。”

宜阳是洛阳“一中心六组团”的组
团城市。洛阳市委提出，宜阳县要抓住
机遇，切实做好规划、建设、管理“三篇
文章”，打造山水宜居城市，构建疏密有
度、错落有致、显山露水的城市形态。

宜阳县委主要负责同志指出，要
坚持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理念，
认真贯彻洛阳市委“9+2”工作布局，发
挥依山傍水和毗邻洛阳市的优势，以

新发展理念为引领，着力做好“一中心
六组团”生态对接，共建秀美山川，打
造宜人宜居生态环境，实现富美宜阳
的总体目标。

宜阳县认真落实洛阳市委新型城
镇化工作推进会议精神，召开高规格
规划会，高起点编制县域生态建设指
导意见和林业生态行动计划，实施“一
带两翼四区一网”生态建设战略。

据介绍，“一带”就是洛河65公里
生态产业带，“两翼”就是省级森林公
园香鹿山、省级地质公园锦屏山，“四
区”是西南的国家级森林公园花果山
水源涵养区，南部赵保、董王庄、白杨、
樊村的水土保持林区，北部盐镇、高村
的特色经济林区，洛河两岸张坞、莲

庄、三乡、韩城、柳泉的苗木花卉及速
生丰产林区，“一网”就是以郑卢高速
百米宽生态廊道为代表的县乡主干道
生态廊道绿化网络。

在战略实施中，宜阳县坚持大工程
带动大发展，打造亮点。去冬今春，宜
阳县重点实施了郑卢高速公路绿化，锦
屏山生态园三期，宜新路、柳盐路绿化，
郑西高铁绿化等八大造林绿化工程，总
投资1.4亿元，造林2.6万亩、植树102
万株，有效改善了局部地区的生态环
境，呈现出良好的生态效益。

坚持“五同步”上山，再造生
态秀美锦屏山

在今年植树节期间，宜阳县四大

班子领导与机关干部、群众一起在锦
屏山生态园三期植下一株株绿色的树
苗，掀起了全县造林绿化的高潮。

锦屏山是宜阳向东与洛阳对接的
一道自然屏障。曾几何时，锦屏山因过
度开采导致生态破坏，岩裸石秃，风起则
飞沙走石；雨季则石沙俱下，水土尽失。

为重塑锦屏山，还市民一个好生态
环境，2015年起，宜阳县规划投资1.8
亿元，分4年实施，重点打造东西长7.9
公里、南北宽2.2公里、总面积2万亩的
锦屏山生态园。园区总体规划设立七
个功能区，即森林生态保护及景观区、
绿色果品采摘区、科普植物园项目、纪
念林区、家庭农场区、民俗风情园等。

（下转第六版）

全域绿化 生态对接 奋力建设富美宜阳
——宜阳县加快林业生态建设纪实

砥砺奋进的砥砺奋进的

亮河南
□本报记者 王映 本报通讯员 张晓静

6月 23日，天朗气清。沿引黄入
冀补淀工程一路向北，一幅跨流域调
水的新画卷徐徐展开。

位于濮阳县渠村乡的引黄入冀
补淀工程渠首引黄闸处，两联6孔、总
长182米的闸室、涵洞穿黄河大堤而
过，百余名工人在烈日下挥汗如雨，挖
掘机、推土机、运土车往来轰鸣——黄
河汛期即将来临，大堤回填合龙，施
工只争朝夕。

面对滔滔黄河，濮阳市引黄入冀
补淀工程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
濮阳市水利局副局长李相朝向记者
描绘着工程全线通水后的壮观景象：
每年7.4亿立方米黄河水从渠首引黄闸
出发，沿总干渠北上482公里，途经濮
阳以及河北邯郸、邢台、衡水、沧州、保
定6市，润泽沿线 465万亩干涸的土
地，最终投入白洋淀的“怀抱”。“这一切，
今年10月就将变为现实。”李相朝说。

2015年 12月，引黄入冀补淀工
程河南段开工，缓解河北用水之困，是
引黄入冀补淀工程的建设初衷；今年4
月，横空出世的国家雄安新区战略，则
为这项工程赋予更为宏大的历史使
命。在雄安新区“蓝绿交织、清新明
亮、水城共融”的构想中，“华北明珠”
白洋淀无疑是承载希望的“水核心”。

省委书记谢伏瞻日前在濮阳调研
时指出：“省委、省政府将继续大力支
持工程建设，确保清水送到白洋淀。”

引黄必引沙，如何保障并提升水
质？渠首引黄闸下游新建的永久性
沉沙池作出了解答。

从 沉 沙 池 入 口 远 远 望 去 ，长
2500米、宽 900米的两条巨型条渠，
仿佛是大地敞开的宽阔胸膛。“全线
通水后，每年将有200多万立方米泥
沙被留在这里，向北的水会越流越
清。”河北省引黄工程管理局河南建
设部主任张文虎说。

总长 482 公里，总投资 42.4 亿
元；其中河南段 84 公里，投资 22.7
亿元——两组不成比例的数字，恰恰
是引黄入冀补淀工程河南段“质”与

“量”的诠释。
号称“天下第一难”的征地拆迁工

作，历来是大型水利工程建设绕不开的
麻烦事儿。而在河南段推进过程中，上
百座村庄、多达4.1万余名群众面临征
地拆迁，却鲜有不和谐声音传出。

“濮阳的党员干部始终以公心、
热心去推动征地拆迁，为我们创造了
一个宽松和谐的施工环境。”张文虎
由衷表示。

穿金堤河倒虹吸工程是河南段
第一个开工的项目，征地拆迁涉及濮
阳县子岸镇岳辛庄村300余亩土地、
200余户群众。子岸镇的工作组直接
在村里安了营，白天量地，晚上汇总
报表，更要把工程带来的“利民账”算
到群众心里。仅用半个月时间，征地

拆迁任务顺利完成。
“河南段地质条件复杂，工期紧

张，必须以更高标准来对待。”中国
水利水电十一局是穿金堤河倒虹吸
工程施工方，项目经理王宏伟告诉记
者，该工程上下游的渠道由第三濮清
南干渠扩建而成，施工前，要把金堤
河和第三濮清南干渠全部进行导流，

“我们设计了十几种方案，最终用挖
导流明渠、埋导流暗管的方式，建起
了一座‘水上立交’。”

曾经在南水北调工地征战十年，
王宏伟认为，引黄入冀补淀称得上一
个“小南水北调”，尤其是一脉相承的
奋斗牺牲精神。上个月，他和千余名
工友在这里，靠人工一平方米一平方
米地对渠道浇筑、衬砌。“为保证工期
进度，我们分成修路、保通、现场生产
等小分队，展开劳动竞赛，有的人两
天只睡了三四个小时。”王宏伟十分
感慨。

从天空俯瞰广袤的华北大地，引
黄入冀补淀与南水北调两大水利工
程遥相呼应，形成“双龙”格局。千里
长渠始濮阳，一泓清流去雄安。引黄
入冀补淀工程犹如一条“生态动脉”，
将奔流千载，生生不息。①1

□夏远望

奔流不息的黄河水，载着中原大

地的深情厚谊，浩荡而行，奔向“华北

明珠”白洋淀，要兑现一个荷红苇绿、

清波荡漾的承诺。引黄入冀补淀工

程，是国家继南水北调工程后，实施的

又一重大跨流域调水工程。艰苦的河

南段工程，经过一年多奋力推进，将于

今年 10月通水，这对满足沿线群众生

活、生产用水需求，缓解华北水资源紧

张局面，作用十分明显。

这项工程建设初衷，是缓解河北

用水之困。对刚刚设立的雄安新区实

现“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构

想而言，更是意义重大。水是生命之

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雄安新区围

绕华北最大的淡水湖白洋淀而建，一

个重要原因，就是这里能储存相对丰

富的水资源。由于种种因素，白洋淀

遭遇过生态危机，部分淀泊缺水喊渴，

水质也需要改善。全国发展一盘棋，

引黄入冀补淀，重振“华北之肾”，支持

“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建设，河南有能

力，也理应有所作为。

一条大河情谊深。征地拆迁工

作，号称“天下第一难”，河南段工程，

101 个村庄、4.1 万余名群众面临征地

拆迁，却鲜有不和谐声音传出，一泓清

流北上，饱含着一方父老乡亲舍家报

国、深明大义的朴实深情；河南段地质

条件复杂，工期紧张，有的工人两天只

睡三四个小时，靠人工一平方米一平

方米浇筑、衬砌，一泓清流北上，流淌

着建设者只争朝夕、顽强拼搏的火热

激情；挖导流明渠、埋导流暗管，建“水

上立交”，优化沉沙池设计，保障提升

水质，一泓清流北上，奔涌着设计者锐

意创新、大胆作为的火热情怀。

引黄入冀补淀工程，被称为“小南

水北调”，南水北调工程在给国家带来

物质方面贡献的同时，也带来巨大的

精神财富，“大国统筹、人民至上、创新

求精、奉献担当”，南水北调精神举世

赞誉。引黄入冀补淀工程中，中原儿

女再接再厉、继续发扬这一精神，才有

了“千里长渠始濮阳，一泓清流去雄

安”的壮美画卷。从保质保量完成南

水北调工程任务，到“空中丝绸之路”

横空搭建、主动作为，积极融入“一带

一路”建设；从打造“中原粮仓”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到推动构建米字形高

铁，交通物流大枢纽联通南北、贯穿

东西……河南按照打好“四张牌”的要

求，一以贯之地顾全大局、甘于奉献，

锲而不舍地努力担当、务实重干，在服

务全局中推进了自身发展，以中原的

更出彩为国家发展增光添彩。

黄河落天走华北，一泓清流送深

情。共绘全面小康蓝图、让中原更加

出彩，我们同样需要将“大国统筹、人

民至上、创新求精、奉献担当”精神发

扬光大，在各行各业中。不断激活体

制机制创新“一池春水”，引来创新发

展的“源头活水”，中原大地的明天必

将如这奔涌的大河之水，激荡出气势

磅礴、气象万千的奉献之歌、协作之

歌、时代之歌！2

香港回归20年保持经济社会繁荣稳定

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29日至7月1日赴香港，出席庆祝香港
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并视察香港特别行政区。

本报讯（记者 童浩麟）记者6月
19日了解到，今年以来，兰考县总结
运用抓党建促脱贫攻坚实践经验，围
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在全县开展“支部连支部、加快奔
小康”活动，努力实现全县稳定脱贫
更有“保障力”。

2014年3月17日至18日，习近平
总书记莅临兰考调研指导第二批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3年来，兰
考县委牢记“总书记联系点”的政治使
命和责任担当，围绕“把联系点建成示
范点”的总要求和“三年脱贫、七年小
康”的庄严承诺，大力传承弘扬焦裕禄
精神，脱贫攻坚取得显著成效，“在全
省率先脱贫”目标基本实现。

今年3月18日，一场千人大会在
兰考县体育场召开，450名机关企事
业单位党支部书记、450名农村（社
区）党支部书记、450名驻村工作队队
长手拉手进行对接，拉开了兰考县“支
部连支部、一起奔小康”活动序幕，吹
响了“稳定脱贫奔小康”的号角。

“支部连支部、一起奔小康”活动，
明确一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党支部和一
个农村（社区）党支部结成共建对子，
每个结对机关企事业单位党支部选派
1名支部委员、1名入党积极分子或优
秀年轻干部组成2至 3人的工作队，
驻村开展工作。通过组织共建、党员
共管、人才共育、致富共帮，实现建强
支部、育强干部、做强产业的目标。

配强驻村干部，让帮扶队伍更有
“实力”。为确保活动有序开展，兰考
县扎实做好前期三项基础工作。一
是优化机关企事业单位党支部设
置。为保证“一对一”的支部结对模
式，兰考县根据党员数量、机构设置，
新增设了 203个基层党支部。二是
选优配强支部班子。三是组建一支
优秀的驻村干部队伍。兰考县委择
优选定1064名优秀干部和入党积极
分子，组成450个稳定脱贫奔小康工
作队，进驻450个行政村驻村帮扶。

强化工作措施，让稳定脱贫更有
“保障力”。（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郭戈 赵力文）6月
23日，由河南日报社联合省政府金融
办、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共同
举办，中国建设银行河南省分行承办
的系列金融研讨会第四场在郑州召
开，与会的政府职能部门、金融机构
的负责人围绕金融助力河南经济转
型发展进行了交流讨论。

中国建设银行河南省分行行长石
永拴认为，金融是转型发展最重要的杠
杆，金融业必须增强创新发展意识，通
过创新金融工具、产品和模式，支持新
技术产业化以及传统产业升级改造。

在服务经济转型发展方面，交通
银行河南省分行行长单增建表示，获
知河南自贸试验区获批后，该行主动

对接区内金融需求，成功完成多项市
场首单业务。截至目前，该行利用总
行专项规模已向河南自贸试验区内
企业发放贷款3.4亿元。

在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方面，兴业
银行郑州分行行长刘健介绍，截至5
月末，兴业银行郑州分行已累计为全
省 190多家节能环保企业或项目提
供绿色金融融资400多亿元。

围绕新型城镇化建设，浦发银行
与省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发起
了“浦发银行河南千亿基金”工程。浦
发银行郑州分行副行长李跃凯介绍，自
运营以来，“千亿基金”有效带动政府
类项目公司完成融资近700亿元，有
力支持了全省的基础设施建设。③7

引黄入冀补淀工程河南段将于今年10月通水

千里送清流 中原连雄安

一渠碧波一首歌

今日 社评

兰考让稳定脱贫
更有“保障力”

金融助力河南经济转型发展研讨会举行

引黄入冀补淀工程渠村引黄闸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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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特刊

习近平将赴香港出席庆祝
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

并视察香港特别行政区

08│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