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河故道变奏曲黄河故道变奏曲

HENAN DAILY

第24330号
今日16版

中共河南省委机关报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 41—0001 邮发代号：35—1

2018年5月 日
星期三 戊戌年四月初二

16

习近平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
中方愿同加勒比地区国家构建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习近平会见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

□本报记者 李英华 王平 陈慧

5月 3日，地处黄河故道腹地的民权林场核
心区申甘林带，头顶骄阳似火，但万亩槐林里浓
荫遍地，丝丝凉意沁人心田。这是黄河故道绿
色最浓郁的地方，正在举行的槐花节引来众多
游人，浓浓的绿意把人的眉目映出深深浅浅的
碧色。一阵风吹过，雪白的槐花散落成雨，飘飘
洒洒，清香四溢。

本报1月9日以《河南有个“塞罕坝”》为题对
民权林场三代人68年造出6.9万亩平原绿海进
行重磅报道后，引来十多家中央媒体竞相采访，
多家境外媒体闻绿而动，游客更是纷至沓来。

关注生态已成时代共识。从一个点，到一
条线，“五一”前后，本报为期一周的“明清黄河
故道行”采访之旅向黄河故道深处进发。

“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从公元前
602年（周定王五年）至今的2600多年，中华民
族的母亲河——黄河，曾26次改道。

距清咸丰五年（1855年）最后一次改道已有
百余年。黄河在兰考东坝头决口北徙，在河南境
内留下192.8公里长的黄河故道，绵延伸展于兰
考县和商丘市的民权县、宁陵县、梁园区、城乡一
体化示范区、虞城县等6个县区，被称为“明清黄
河故道”。

东坝头黄河决口处、引黄商丘总干渠、申甘
林带、梁园区黄河故道国家森林公园……记者
一路踏访，追寻故道发展脉络，探究时代变迁，
采撷绿色明珠。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十八届五中全
会将“绿色”发展理念摆在突出位置。党的十九
大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

从百里黄沙到绿色廊道，从原始荒凉到立
体涵养，从风沙肆虐到造福一方。黄河故道百
年变迁，是新时代绿色发展的缩影，也是人与自
然构建生命共同体的有力见证。

筑就“生态长城”：
抗风沙，豫东防护林带崛起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古老的黄河裹挟着滚滚泥沙频繁决溢迁

徙，同一个地方，三十年前在河的东岸，三十年
后却变成了河的西岸。数千年来，黄河在华夏
大地上留下了复杂的故道体系。

明清黄河故道为何冠以“明清”之名？这跟
明代治黄功臣潘季驯有关。

潘季驯动用五万民工历时16年，在黄河下
游两岸修筑了南北两条大堤，黄河才被基本固
定在开封、兰考、商丘、砀山等地一线，直至
1855年黄河再次决口改道。这两条大堤就成
了黄河故堤，旧河道即是“明清黄河故道”。

738公里的黄河故道，横贯豫鲁皖苏4省8
市，河南境内长192.8公里。商丘市提供的数据
显示，河南段故道流域面积1520平方公里，超

过3个郑州市建成区的面积。其中，民权县、兰
考县涉及面积均超四成。

此次改道，是又一次灾难深重的开始。连
绵百里的沙丘群蚕食着村庄和农田，风沙、盐
碱、旱涝等自然灾害频仍，百姓苦不堪言。新中
国成立前的30多年中，仅民权县就有17个村庄
的村民因风沙危害背井离乡。

踩着松软的沙土，在3万多亩申甘林带中徜
徉，看着林间行驶的汽车卷起阵阵黄沙，才能把眼
前的滔滔林海与当年的风沙肆虐之地联系起来。

一向静谧的林子因槐花节变得充满生气。
61岁的张建民和爱人从商丘赶来，参加槐花节
徒步比赛。“第一次来，没想到这里居然藏着这
么一大片林子，太震撼了，以后可以带着儿子、
孙子一块儿来‘吸氧洗肺’。”

虽然退休30多年，但每到这个时候，潘敬修
老人总要到林子里干几天义务护林员。今年已
90岁高龄的他，家就在黄河故道旁的民权县孙六
镇。“小时候风沙厉害，大堤以北没种成过庄稼，要

不是有大片林子挡风固沙，哪有现在这悠闲的生
活。所以看到谁折槐树枝子，我就不依他。”

事实上，黄河故道的造林史可以追溯到百
年以前。从1916年起，一些有识之士就在故道
两岸断断续续小规模植树造林。“1919年，民权
县谢庄三户乡民与一资本家合资在申集、甘庄
一带垦荒植树 6年，正是我们脚下的申甘林带
范围。”民权林场办公室主任高振标说。

然而战火连绵，林木终不得保，其效甚微。
新中国成立前夕，商丘境内仅有成片林3万亩，
林木覆盖率2.7%。风起沙飞，遮天蔽日，民权、
宁陵、商丘（今睢阳区）、虞城有沙荒59万亩，泛
风沙地130万亩。兰考的情况更为严峻，林木
覆盖率只有 1.6%，仅沙化土地面积就达 40万
亩。一如民谣传唱：“一场风沙起，遍地一扫光，
终年辛劳半年粮，携儿带女去逃荒。”

新中国刚成立，党和政府就把在开封以东
营造防风固沙林提上日程。1950年冬，豫东沙
荒管理处成立，指导兰考、民权、睢县、宁陵、虞
城等十多个县的造林防沙治荒工作。著名的豫
东防护林带逐渐崛起。数据显示，1957年，商
丘共完成豫东防护林带造林面积17.77万亩。

但也曾走过弯路。从1958年起，因自然灾
害、大炼钢铁等原因，豫东的林木被大量砍伐，
风沙再起，广大农民重受无林之苦。

（下转第四版）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5月 15日，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在郑州
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党组
书记王国生主持会议并讲话。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王铁、徐济超、王保存、
乔新江和秘书长丁巍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长栗战书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专门
委员会负责同志会议上的讲话精神，
听取和研究了人事事项、省十三届人
大代表补选情况的报告、《中共河南省
人大各专门（工作）委员会分党组工作
规则（修订草案）》的说明、《河南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守则
（修订草案）》的说明、《河南省国家工
作人员宪法宣誓办法（修订草案）》的
说明、《河南省气候资源保护与利用条
例（草案）》审议修改情况的报告。

王国生就有关议题作了讲话。他
指出，栗战书委员长的讲话，站在认真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坚持和完善国家根本政治
制度的高度，对专门委员会的地位作
用、工作职责、自身建设等作出深刻阐
述，为我们开展好新时代人大专门委
员会工作提供了有力指导。我们要认

真学习贯彻，推动省人大专门委员会
工作实现新提升。要坚持正确政治方
向，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维护习近平
总书记权威和核心地位，坚决维护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
中统一领导的根本问题上，必须立场
坚定、旗帜鲜明，丝毫不能含糊。要明
确工作职责定位，依法按程序落实好
提出法规草案、研究审议有关议案、协
助常委会开展监督等任务。要围绕大
局履职尽责，认真落实五年立法规划
和年度立法规划，不断提升监督实

效。要持续加强自身建设，全面加强
思想政治建设、履职能力建设、工作制
度建设、党风廉政建设，真正做到政治
过硬、本领高强。

王国生指出，要深入贯彻新时代
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认真落实新修订
的省人大各专门（工作）委员会分党组
工作规则，把委员会党的建设和依法
履职工作提升到新的水平。要按照修
订后的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守则要
求，引导常委会组成人员做勤奋学习、
勤勉尽责、崇尚实干、廉洁自律的模
范，以实际行动树立良好形象。③6

新华社北京 5月 15 日电 人民
日报社组织编写的《习近平用典》第
二辑，近日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面向全国公开发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的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一
系列重要讲话和文章回答了新时代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
实问题，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党
治国、内政外交上的深刻思考。这些
讲话和文章中，精妙的典故信手拈
来，广博的引用贯通古今。从这些用
典中，既可以追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源头活水，又能
在古为今用的创造性转化中感受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阐述习近平总书记引用典故现
实意义的《习近平用典》，自2015年2
月出版发行以来，被译成英、法、俄、
日、葡等14种版本，累计发行近200
万册。《习近平用典》第二辑沿用
《习近平用典》第一辑体例，收入习近平
总书记近年来引用的，体现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典
故 148 则，对其现实意义和背景义
理进行解读、阐释，是一部学习领会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重要读本。

新华社北京5月 15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主任习近平5月
15日上午主持召开中央外事工作委员
会第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
强调，要加强党中央对外事工作的集
中统一领导，准确把握当前国际形势
发展变化，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努力
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国
家副主席、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委员
王岐山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参加会议。

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党的十八
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积
极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完善和
深化全方位外交布局，倡导和推进“一
带一路”建设，深入参与全球治理体系
改革和建设，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加强党对外事工作的集
中统一领导，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大
国外交新路，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不确定不
稳定因素增多，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
和挑战并存。我们要准确把握国际形
势变化的规律，既认清中国和世界发
展大势，又看到前进道路上面临的风
险挑战，未雨绸缪、妥善应对，切实做
好工作。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
化外交布局，落实重大外交活动规划，

增强风险意识，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

习近平强调，“一带一路”建设是我
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
践平台。几年来，“一带一路”建设从理
念到行动，发展成为实实在在的国际合
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要抓好首
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
的落实，凝聚各方共识，规划合作愿景，
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同各国的沟通、协
商、合作，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
实、行稳致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

习近平指出，地方外事工作是党和
国家对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
对外交往合作、促进地方改革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要在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
集中统一领导下，统筹做好地方外事工

作，从全局高度集中调度、合理配置各
地资源，有目标、有步骤推进相关工作。

习近平强调，做好新形势下外事
工作，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要发挥决
策议事协调作用，推动外交理论和实
践创新，为外事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提供有力指导。要强化顶层设计和统
筹协调，提高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
能力，推进对外工作体制机制改革，加
强外事工作队伍建设，抓好重点工作
的推进、检查、督办，确保党中央对外
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外事工作
委员会工作规则》等文件。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委员出席会
议，有关领导同志、中央和国家机关有
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

加强党中央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举行
王国生主持并讲话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重要读本——

《习近平用典》第二辑
出版发行

我省前4个月
财政收入同比增长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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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绿

色”发展理念摆在突出位置。党的十九大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从百里黄沙到绿色廊道，从原始荒凉到立体涵养，从风沙肆虐到造福一方。黄河故道百年变迁，是

新时代绿色发展的缩影，也是人与自然构建生命共同体的有力见证。

本报讯（记者 樊霞）记者5月14
日从省财政厅获悉，我省前4个月财
政收支实现平稳较快增长，重点及民
生支出保障较好。

省财政厅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09.4亿元，增
长15.5%。1~4月，全省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 1286.1 亿元，同比增长 16.1%。
其中，税收收入908.5亿元，同比增长
20.9%；非税收入增长5.9%，同比下降
6.5个百分点。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的比重为70.6%，比上年同期提
高2.8个百分点。

前4个月，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 2906.1 亿元，同比增长 18.8%，其
中民生支出 2178.1 亿元，同比增长
16.6%。主要支出科目情况：教育支
出578.1亿元，同比增长21.4%；科学

技 术 支 出 299.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5.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35.6
亿元，同比增长 18.5%；节能环保支
出 39.2 亿元，同比增长 35.4%；农林
水支出191.1亿元，同比增长21%；住
房保障支出 90.7 亿元，同比增长
58.6%。③4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906.1亿
同比增长18.8%

其中

民生支出

2178.1亿
同比增长16.6%

黄河故道的变迁。供图/史长来 制图/刘竞

●财政收支实现平稳较快增长
●重点及民生支出保障较好

——记者蹲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