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本报评论员 夏远望

初冬季节，三门峡天鹅湖国家湿

地公园开始迎来一年中最为迷人的

时节。12月 4日，暖阳高照，数千只

白天鹅聚集在这里，眼前仿佛一个冬

日童话般的世界：它们有的在水中漫

游，有的在河漫滩上展开双翅，有的

像白衣仙子在空中翱翔，还有的相向

而对似乎在交流着什么……（据 12
月6日本报报道）

每年冬天，数以万计的天鹅从遥

远的西伯利亚长途跋涉来到河南栖

息越冬或者中转南方。三门峡、鹤

壁、民权、淮滨、舞钢……我省越来越

多的湿地公园出现了天鹅等珍稀鸟

类的身影。对栖居环境极为挑剔的

白天鹅对这些地方情有独钟，从侧面

说明我省生态环境正在不断改善。

如诗如画的景象令游客流连忘

返，更让人欣喜的是，生态美景的背

后，是未曾懈怠的发展脚步：2016

年，三门峡市 GDP同比增长 7.7% ，

今年前三季度，则是 9.1%；2016 年，

鹤壁全市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7.9%，

今年前三季度，该市生产总值增长

8.2%；今年上半年，舞钢市 71 家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中，非钢铁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数量占比达到 69%，工

业结构渐趋合理，“一钢独大”局面

逐渐破解；今年前三季度，淮滨综合

经济指标增速、规模以上企业增加

值增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均居信

阳市第一；2016 年，民权县生产总

值同比增长 9.2%，增速居商丘市第

一，今年上半年，全县固定资产投资

增速排名商丘市第二……

经济与环保并进，绿色伴发展

同行。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

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西

方环境保护发展理念的最大不同，

用经济学理论分析，就是我们正在

突破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倒 U 形

曲线的常规走势。

经济学中有一条著名的库兹涅

茨曲线，该曲线的能源消耗拐点，按

当前美元实际购买力折算，发达

国家大多出现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2 万～2.5万美元。2016年中国人均

国民生产总值为8260美元，还没有达

到拐点，而事实上，在经济健康发展的

同时，中国生态环境已经呈现出向

好趋势，越来越多珍稀鸟类选择来

河南过冬，便是其中一个生动案例。

有美国学者撰文称，中国改善

空气质量的进展要快于美国。的

确，西方发达国家治理污染时间点

并不超前，国际平均水平是在人均

GDP 达到 14000～17000 美元开始

行动；美国是到了 20000 多美元才

启动，而中国在达到 8000 美元时就

采取了高强度行动。我们提出的美

丽中国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基本可

以解释为“隧道效应”。争取不用翻

过“库兹涅茨曲线”那么高的山顶，

不需要经过人均 2 万美元的拐点，

中国就能达到同样的发展，甚至在

曲线的“半山腰”就实现能源效率提

高的低碳发展，为解决全球经济发

展与环境保护问题提供中国模式、

中国经验。这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对人类文明的新贡献。

河南是中国的缩影。经济结构

不断优化，高耗能产业占比逐步下

降，现代服务业等低耗能产业占比不

断上升，美丽河南建设扎实推进，才

有了地方经济与天鹅齐飞的美景。

让我们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义生态文

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为保护生态环

境作出我们这代人的努力！6

□冯军福

近日，央视推出的大型文博探

索节目《国家宝藏》首播。这个讲

述 27 件国宝“前世今生”故事的记

录式综艺节目，一经播出便火速刷

屏，豆瓣网友更是毫不吝啬地打出

了9.3的高分评价。

文化类节目常以严肃专业示

人，“就文化谈文化”成为惯用套路，

观众的感受由此被隔离在外。而把

博物馆搬进荧屏，在综艺节目里“晒

宝”，这样的呈现方式并不多见；让

原本枯燥的文博探索节目焕发活

力，用综艺化手段来表达文化内涵，

这样的节目编排可谓用心良苦。创

新和坚守兼具，娱乐与科普并重，是

《国家宝藏》节目迅速走红的原因。

今年被称为“文化综艺元年”。

从年初《中国诗词大会》的大火，到

后来《朗读者》的跟热，再到如今

《国家宝藏》的走红，表明在消费主

义盛行的当下，人们依然有着强烈

的精神文化需求。通过寓教于乐

的方式，向大众展示泱泱大国的文

化基因密码，让普通观众对冷冰冰

的文物感兴趣，触摸历史的厚重，

感受文化的深度，这是一种历史责

任，更是文化自信。

拿国宝级的文物来说，人们对

其认知大多是从书本或博物馆得

来。读书缺乏“场景重现”的真切

感受，在博物馆的匆匆而过又无法

感知背后故事。大众的文化生活

与博物馆始终保持一臂之距，“博

物馆=旅游点”的固有认知依旧广

泛存在。数据显示，尽管我国文博

资源丰富，但使用率却不算高，国

人平均每两年才进一次博物馆，而

欧美国家的居民平均每年要走进

博物馆三到五次。

文物界有这样一句名言：如果

馆藏品是博物馆的心脏，那么教育

则是其灵魂，博物馆不仅要收藏、

保护、研究文物，还要向公众进行

展示和讲解。为让游客读懂文物

背后的历史，洛阳龙门石窟积极建

设“互联网+智慧景区”，只要用手

机简单扫一扫，就能享受到优质的

导游讲解服务；河南博物院将文物

搬到网上，让人在虚拟场景中与文

物藏品亲密“接触”。我省的这些

互联网创新之举，无不拉近着人们

与文物的距离。

每一座博物馆都是民族文化

基因的宝库，每一件历史文物都流

淌着永不断线的生命轨迹。让传

统文化节目火起来，让馆藏国宝

“活”起来，我们的民族底气和文化

底色才能越来越足。6

让地方经济伴天鹅齐飞
在经济健康发展的同时，

中国生态环境已经呈现出向

好趋势，越来越多珍稀鸟类选

择来河南过冬，便是其中一个

生动案例。

馆藏国宝需要“活”起来

特色小镇不是筐

行政诉权岂可滥用

12月 5日，国家发改委、国土部等四部委联合发

布《关于规范推进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建设的若

干意见》指出：不能把特色小镇当成筐，什么都往里

装，不能盲目把产业园区、体育基地、田园综合体以

及行政建制镇戴上特色小镇帽子。各地区要从严

控制房地产开发。（据12月6日《彭城晚报》）
近年来，在政策的大力支持下，“特色小镇”建

设如火如荼，成为新型城镇化中的亮丽风景。然

而，“特色小镇”建设中出现的“千镇一面”问题，必

须引起高度重视。一些地方的小镇在没有经过改

造前，原本还是有特色的：农家院落古香古色，乡村

道路曲径通幽，荷塘月色仿佛从前……当商业资金

进驻后，芦苇飘荡、乡野月光、蔬菜青青、鸡鸭嬉戏

的自然风光，被钢筋水泥取代。如此这般，“特色小

镇”建设成了现代建筑大赛，不但背离了建设初衷，

更让经济和社会效益大打折扣。

“特色小镇”贵在“特色”。新规定明确指出“不

能把特色小镇当成筐”，是对“特色小镇”建设存在

问题的及时纠偏。把新规定执行好，“特色小镇”才

能行稳致远。2 （郭元鹏）

来自新疆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数据显

示，2014 年，该院共受理行政诉讼案 153 件，2016 年

为 710 件。今年截至 11 月 23 日，已达到 595 件。该

院行政庭法官徐峰告诉记者，在这些行政诉讼中，有

一些是当事人为牟取个人利益滥用诉权。此类行为

不仅增加了一些行政机关的应诉负担，而且挤占司

法资源，亟须治理。（据12月6日《法制日报》）
行政诉权对防止行政权滥用、监督依法行政、推

进民主与法治进程，均有着民事诉权不可替代的重

要作用。然而，权利要合理使用而不能滥用，行政诉

权亦不例外。司法实践中，一些动机不纯的当事人

之所以乐此不疲地滥用行政诉权，归根结底在于法

律缺乏必要的制裁。与国外不少国家对滥用诉权给

予经济处罚和负担对方当事人诉讼成本的惩戒相

比，我国目前对滥用诉权的惩戒，不论是民事诉讼领

域还是行政诉讼领域，法律都没有任何规定。法律

本身客观存在的短板，无疑会让那些企图通过滥用

诉权牟取不正当利益的始作俑者，在没有违法成本

的压力下，更加有恃无恐。

善治需要良法。滥用行政诉权的恶意行为危害

巨大，既浪费司法资源和行政成本，又挑战司法权威，

损害司法公信。当务之急，应将完善立法的相关工作

提上议事日程，这是解决惩戒滥用行政诉权恶意行为

“无法可依”问题的优选。6 （张智全）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近日，云南大理州剑川县一工厂硫酸生产线
试运行期间，工厂附近的云南松变红变枯，其中部分松树已经完全枯
死。涉事公司受到罚款12万余元、停止生产的处罚，对受损松树做出赔
偿。6 图/王成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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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说·河南新闻奖名专栏

开封晋开化工厂区

□本报记者 张永恒 本报通讯员 王涛

在祥符区境内，有一个叫黄龙的
村子，那里的人们世世代代祈祷着神
龙的降临，希望神龙能让他们脱离贫
穷，过上幸福的生活。时光荏苒，千百
年过去了，神龙没有出现，但是人们同
样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在这片土地
上，历届祥符区委、区政府以超前的眼
光、超凡的气魄，科学谋划了产业突
出、特色鲜明的黄龙产业集聚区，团结
带领80万祥符区人民凝心聚力、开拓
进取，在这里展开了科学发展、蝶变升
级的生动实践。

近年来，开封黄龙产业集聚区以
党建统领各项工作全局，全力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补齐产业短板
力度，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以投
资拉动促进产业集聚发展，以平台提
升拓展产业发展空间，以创新驱动增
强产业转型活力，以精准服务提供跨
越发展支撑，以功能转型实现产城融
合转变，取得了良好效果，企业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呈现稳中向好、好中趋优
态势，已经成为祥符区工业经济转型
升级的突破口、招商引资的主平台、引
领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今年4月
份，开封黄龙产业集聚区被省委、省政
府评为全省“十快”产业集聚区，并成

功晋级全省“二星”产业集聚区，实现
了结构升级、实力蝶变。

开封黄龙产业集聚区是河南省
182个省级产业集聚区和对外开放重
点产业集聚区之一，也是开封市东部新
城的核心区域。规划面积13.39平方
公里，已建成9.9平方公里。主导产业
为高端化工和食品加工。目前，进入国
家“三上”企业名录库的企业 128家。
2017 年 1-9 月，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23.5亿元，同比增长22.3%；完成固定
资产投资89.8亿元，同比增长14%。

主导产业上档升级

黄龙产业集聚区为了能使主导产
业再次上档升级，围绕龙头项目、重点
产业、知名品牌的引进，建立完善项目
策划、洽谈决策、注册落地、开工建设
流程和管理机制，着力引进一批重大
投资项目。集聚区充分利用当地优质
农产品资源丰富的先天优势，大力发
展农副产品深加工产业，逐步形成了
以禾丰肉类食品为依托的肉鸡产业
链；以龙大植物油、鑫福油脂、富兰格
生物工程等为依托的花生产业链；以
双鱼食品、华闽食品、美达食品、众邦
薯业等为依托的食品加工产业集群；
以美国嘉吉、韩国爱阁瑞奇等为依托

的畜禽饲料产业集群。年消化小麦
100万吨、花生40万吨、红薯50万吨、
果蔬10万吨，使黄龙产业集聚区及周
边地区农产品得到转化和增值。依托
晋开化工集团，不断拉长完善产业链
条，成功引进沪市A股上市公司陕西
秦风气体、A股上市公司上海宝钢、美
国华平投资集团以及浙商供水集团、
齐鲁塑编、承高阀门管件、郑州高复
肥、洛阳科创石化等一批相关配套企
业，煤化工产业集群式发展态势良好。

龙大植物油、富兰格生物科技等
一大批企业均成立了自己的实验室或

技术研发中心。其中，青天伟业流量仪
表、祥云农业科技已获省级企业技术中
心认证；晋开集团成功晋升为国家级企
业技术中心；三丰催化剂研发的微波烘
干设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和成特耐
材料公司研发的新型耐火材料已成为
国家推广的绿色、环保产品，企业已在
新三板挂牌上市。目前，黄龙产业集聚
区拥有国家专利的企业28家，两化融
合示范企业16家。

“我们将以落实创新绿色为引领，
坚持产城融合，强化龙头带动，突出延
链补链，抓好项目建设质量，加快转型
升级步伐，做大主导产业，做强产业集
群，努力把黄龙产业集聚区打造成开
封东部新城的经济增长极、产城融合
示范区、创新发展的引领区。”祥符区
区长李军说。

创新引领集聚发展

黄龙产业集聚区的蝶变升级，既
是学先进、找差距、上项目、补短板、促
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抢抓机遇、发挥
优势、全面推进“五大建设”，推动集聚
区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动实践。

黄龙产业集聚区为加大在建项目
协调力度，成立项目推进领导小组，确

定项目分包责任人，进行全程服务和
跟踪；积极帮助续建和新开工项目协
调理顺关系，及时解决项目开工过程
中存在的具体问题，确保顺利施工；加
快已立项并办结土地手续项目的前期
工作，促其早日开工。

坚持延伸产业链条与完善产业配
套相结合，以主导产业为支撑引进上
下游企业，延伸产业链条。鼓励为主
导产业链提供配套服务的其他产业企
业和机构入驻，形成相互关联和支撑
的产业配套优势。

持续强化招商功能，注重以商招
商、招大引强，主动对接和洽谈了一批
技术含量高、关联性强的项目。目前，
广州王老吉大红杞饮料、深圳海王集
团医药物流、焦作联碳日化甲基硅油
和密封胶、恒众（天津）农牧科技饲料、
郑州康晖食品科技调味料、郑州源之
品农产品物流中心、郑州煜新高科铝
基复合材料等一大批重点项目，有的
已签约落地，有的正深入洽谈。

加大对长期闲置土地的盘活力
度，为后续项目腾出了发展空间。目
前，开封翔赫实业箱包、恒众（天津）农
牧科技饲料、广州王老吉大红杞饮料
和上市公司、国内 500强企业深圳海
王药业集团医药物流等项目已分别入
驻到原天宸机械、鼎大羊绒和青上化
工等项目的闲置土地内。

黄龙产业集聚区坚持创新硬环境
和提升软实力相结合，不断优化政务
环境，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强化政
府服务职能，提高办事效率，创建了一
个高效、廉洁、规范的行政管理和服务
体系。

展望未来，祥符区委书记王秋杰
激情满怀：“祥符区将乘着十九大的强
劲东风，在开封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
导下，按照‘一个载体三个体系’目标，
解放思想，克难攻坚，进一步完善基础
设施，加快项目建设，提升服务水平，
使集聚区成为建设实力祥符、文化祥
符、美丽祥符、幸福祥符的有力平台。”

开封普度牧业公司

美丽黄龙一角 谭玉增 摄

河南华闽食品公司厂区

开封禾丰肉鸡屠宰车间

开封龙大植物油公司

黄龙产业集聚区鸟瞰图

开封黄龙产业集聚区建设提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