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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自浙江省的一个村庄，15年前，我每天都

要拎着满满的一桶脏水走到很远的地方去倒污
水。当时，我家厨房没有排污水管，村里没有垃圾
箱，河道受污染，又黑又臭。今天，习近平主席亲自
推动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使我们村庄变成
一张靓丽的明信片。”

美国纽约曼哈顿，当地时间 2018年 9月 26日
晚，站在联合国的颁奖台上，浙江安吉县农民裘丽
琴用质朴的语言讲述了日常生活的故事，引起全场
热烈掌声。

这背后，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万千农民携
手共建美丽家园的生态变革。

15年前，习近平同志在浙江亲自推动“千村示
范、万村整治”工程。15年来，他一直牵挂关怀并多
次指示推动这项工程。15年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将年度“地球卫士奖”中的“激励与行动奖”颁给这
项工程。

从实践中萌发并不断发展丰富的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不仅为绘就新时代乡村振兴画卷、建设美丽
中国提供坚强指引，还跨越山和海，推动中国成为全
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一）山川新风

离开喧嚣的都市，行在浙江秀水明山之间，一
个个小村庄镶嵌其中。走进这些小村庄，仿佛走进
了“万花筒”——

安吉鲁家村，野山茶、蔬菜果园、药材等18个家
庭农场星罗棋布，一列颇具童话气息的彩色小火车
穿梭其中，将农场串联起来供游人品味农趣；

绍兴棠棣村，无地不种花，无人不卖花，当地村
民兰花种得尤其好，市场更是遍布全国，村民们腰
包鼓，人们笑脸也像花儿一样；

开化杨村村，很多家庭养殖香猪，但村里整洁
干净，还创造性打造出一个“猪宝宝文化乐园”，将
养殖和旅游融合开发；

……
然而，时光回溯到 15年前，浙江的农村则是另

一番情景。
经济发展多年领先，浙江也率先面临环境污染

带来的阵痛，农村建设和社会发展明显滞后，有新
房无新村、“室内现代化、室外脏乱差”、“垃圾无处
去、污水到处流”的现象普遍存在……

2002年 10月 12日，习近平同志调任浙江，立刻
开启了马不停蹄的调研，在一个个村庄里，他察民
情、听民声，农村环境问题成为他关注的重点——

不蓝的天、不清的水、不绿的山，折射的是不平
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本质问题是没有
处理好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

从什么样的切口，破解这道生态与发展的双重
考题？

2003年 6月，在习近平同志的直接推动下，浙
江启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开启了以改善
农村生态环境、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核心的村庄整
治建设大行动。

这是突出问题导向、民意导向、趋势导向、目标
导向的大手笔——花 5年时间，从全省 4万个村庄
中选择 1万个左右的行政村进行全面整治，把其中
1000个左右的中心村建成全面小康示范村。

“一定不要再想着走老路，还是迷恋着过去的
那种发展模式。所以，刚才你们讲了，下决心停掉
一些矿山，这个都是高明之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我们过去讲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
实际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05年 8月，习近平同志来到安吉余村考察
时，得知村里关闭矿区、走绿色发展之路的做法后，给予了肯定。

随后，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撰文说：“我们追求人与自然
的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和谐，通俗地讲，就是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这一科学论断迅速成为引领促进发展的新导向。

“感觉这条路走对了，越走越有奔头。”
从多年因为GDP落后在县年度工作会议排在后面，到调整考核指向后，因

为被评为“全国首批环境优美乡”坐到前排，时任安吉山川乡乡长王琴英回忆说。
（下转第六版）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12 月 28
日，记者从省水利厅获悉，卫河共产主
义渠治理工程于当日正式开工。这标
志着我省“四水同治”十大水利工程正
式进入实施阶段。

据了解，卫河和共产主义渠自上
世纪80年代治理后运行至今，存在防
洪除涝标准低、堤防险工险段多、穿堤
及跨河建筑物老化失修、水生态环境
差等问题，急需治理。

省水利厅近期组织编制了卫河
和共产主义渠防洪除涝治理方案，
治理工程总投资 15.91 亿元，设计工
期 2年。

据介绍，卫河发源于山西省，流
经河南省，于河北省馆陶县入漳河，
全长 394 公里，流域面积 14970 平方
公里。卫河在我省流经焦作、新乡、
鹤 壁 、安 阳 、濮 阳 等 5 市 ，长 度 为
214.2公里。

共产主义渠是 1958 年开挖的引
黄灌溉渠道，因为在开挖过程中冀鲁
豫三省人民发扬共产主义协作精神，

此渠被命名为共产主义渠。渠道由武
陟县嘉应观乡秦厂村至新乡县合河镇
西与卫河相交，再沿卫河左岸至浚县
王庄镇老观嘴村入卫河，全长155.8公
里，流域面积2901平方公里。

此次工程治理范围为卫河和共
产主义渠淇门以上河段，治理长度为
120.2 公里。其中，共产主义渠治理
范围为大沙河入共产主义渠渠口至
淇门长 60 公里，包括新乡段治理长
度 54.8 公里、鹤壁淇县段治理长度
5.2公里。卫河治理长度为60.2公里，
包括新乡段 58.1公里、鹤壁市浚县段
2.1公里。

卫河共产主义渠治理工程主要
建设内容为：河道疏浚 120.2 公里，
新建围埝 10.5 公里，堤防加固 86.6
公里，堤基灌浆防渗 7.1 公里，防汛
道路硬化 167.5 公里，新建和改建建
筑物 115座。

省水利厅总规划师李建顺说，卫
河和共产主义渠治理后，将全面提
升防洪除涝能力，形成较完整的防

洪屏障，保护人口 414.4 万人，保护
耕地 928 万亩，可减免洪灾损失约 2
亿元；通过河道疏挖、湿地建设，清

除污染底泥，可以有效改善水生态
环境，为下一步流域生态系统治理
奠定基础。③8

本报讯（记者 张海涛 成利军）新
开办一家企业需要多长时间？4 小
时！这是济源市给出的最新答案。

“没想到能这么快办完业务，真是
实现了立等可取。”济源市民赵冠策近
日注册成立了一家物资有限公司，提
速后的新体验让他连连感叹，“过去，
仅刻制印章环节就要一天。”

济源市近年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
今年更是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全面深

化改革的一号工程。济源今年4月出台
了《关于打造最佳营商环境的实施意
见》，对新设立企业办理营业执照、刻制
公章、办理涉税事项提出明确时限。
此后，通过各相关部门的努力，济源新
开办企业时间压缩至5个工作日。

12月 10日，济源新开办企业事项
再一次迈出改革步伐：原本分散在市
民之家不同办事大厅的工商、税务、公
安三个窗口，（下转第九版）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12 月 27
日，在汝阳县西南 9公里处的前坪水
库工地上，运输车、推土机、碾压机等
隆隆作响,一车车黏土被运到坝顶，碾
压成黏土心墙。“截至12月 27日，大坝
已筑高到 60 米，达到海拔 393 米高
程，距离坝顶还有 30米，大坝工程填
筑任务已完成85%。”前坪水库建设管
理局局长张兆省说。

今年汛期过后，大坝建设进入集
中施工阶段。“高峰时段，大坝工地
上有近 300台套大型机械，每天光柴
油就消耗 30吨。”前坪水库建管局总
工程师皇甫泽华说，工人们利用晴

好天气日夜施工，在保障大坝填筑
质量的同时，每天让大坝增高 30 厘
米 。 12 月 18 日 ，大 坝 填 筑 至 海 拔
390 米高程，顺利完成了本年度建设
任务。目前，已经超额完成本年度
建设任务。

前坪水库位于淮河流域沙颍河支
流北汝河上游，是国务院确定的 172
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前坪水库总库
容5.84亿立方米，总投资44.6亿元，总
工期为 60个月，2015 年 10 月 8日开
工。水库建成后，可发展灌溉面积
50.8 万亩，年供水 6300 万立方米、发
电1881万千瓦时。③8

本报讯（记者 归欣）12 月 28 日
晚，2018年“河南省脱贫攻坚奖”宣传
推介特别节目在河南卫视播出。节目
录制当天，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喻红秋，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赵素萍，
副省长武国定，省政协副主席李英杰
和群众代表一起到场观看。

为助力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发
挥好扶贫、脱贫一线典型的示范引领
作用，凝聚集中总攻的精气神，省委
宣传部、省扶贫办、河南日报报业集
团、河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了 2018
年“河南省脱贫攻坚奖”宣传推介特

别节目。
节目对 57 名“河南省脱贫攻坚

奖”获得者进行了全面推介，并重点
讲述了 8 位脱贫攻坚先进典型的感
人故事。他们分别是：返乡创业、反
哺乡亲的“农民女老板”崔海霞；扎
根国家级贫困县实施产业扶贫的关
晓彦；利用互联网带领群众脱贫的

“85 后”驻村第一书记秦倩；一心扑
在贫困山区、推广完整营养午餐的赵
东亮；投身“美丽文明富裕工程”、建设
美丽乡村的董国强；携妻驻村、领着群
众脱贫的韩宇南；（下转第二版）

“四水同治”十大水利工程进入实施阶段

卫河共产主义渠治理工程开工

前坪水库超额完成年度建设任务

2018年“河南省脱贫攻坚奖”宣传推介特别节目昨晚播出

展示脱贫一线好典型
凝聚集中总攻精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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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打造最佳营商环境

济源实现4小时开办企业

距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正式登记距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正式登记

还有 天3
12~13│特刊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12 月 28
日，省委书记王国生在郑州调研省属
国有企业发展，看望慰问干部职工，强
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践行新发展理
念，坚定信心、乘势而上，为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作出新贡献。

王国生来到郑州经开区郑煤机高
端产业园，深入煤机液压电控设备加工
车间、综采设备总装中心，了解研发投

入、激励机制、市场开拓等情况，对企业
坚持改革开放取得的进展给予肯定；在
国际陆港公司，察看多式联运场站、进
口商品展示，了解中欧班列（郑州）运
营、综合服务情况，称赞企业在内涵发
展上取得了新成效；在河南能源化工集
团，听取企业深化改革、转型升级、质量
效益等情况汇报，共同研究谋划企业
创新发展，鼓励企业越是在困难时期，
越要振奋精神、凝心聚力，引领广大干
部职工团结奋进、不断开创新局面。

调研中，王国生指出，省属国有企
业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举足轻重，在
重要行业、重要领域发挥着龙头引领
作用。近年来，我省重点企业抢抓机
遇、锐意创新，克服困难、负重前行，取
得了长足发展，成绩来之不易。要认
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握内涵
要义，增强转型发展的自觉性和坚定
性。要进一步增强发展信心，认真分析
研判形势，深入剖析困难问题，积极应

对发展变化，认真谋划好明年发展。
要坚持高质量发展方向不动摇，深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向改革要空间、向
改革要质量。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
根弦，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扎实落实安
全生产责任制。要切实加强领导班子
建设，以党建为引领，提升能力、形成合
力，以更加顽强的毅力、扎实的举措，推
动企业在高质量发展上迈出新的步
伐，不辜负省委、省政府的厚望和重托。

副省长刘伟参加调研。③8

王国生在调研企业发展时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坚定不移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樊霞）40年来改
革发展波澜壮阔，河南“家底儿”越来
越厚。12月 28日，记者从省财政厅
获悉，改革开放40年来，全省综合财
力不断壮大，质量逐步提高。

财政收支规模不断攀高：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于 2008年、2012年、
2015 年分别突破 1000 亿元、2000
亿元和 3000亿元大关；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则于 2005年、2012年、2017
年分别突破 1000 亿元、5000 亿元
和 8000亿元大关，保障能力进一步
增强。

40年来，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年均增长13.4%。2017年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3407.2亿元，是1978年的
101倍；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
是1978年的 74.7倍，年均增长12%
左右。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年均增长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7 个百分点。
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8215.5亿
元，是1978年的297倍；人均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规模是1978年的219倍，
年均增长15%以上。2013年至2017
年，中央对我省转移支付占全省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的46.7%，有力保障了
我省经济社会发展。③8

改革开放以来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均增长13.4%

河南综合财力越来越强

更多内容详见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郑伟伟

喜讯传来：截至12月27日18：30，
焦作市智慧金融服务平台注册认证
企业超过千家，放款金融突破百亿，
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的“焦作模
式”创造了“千百佳绩”，迎来里程碑
式的发展！

如何破解长期困扰中小微企业融
资难、融资贵这一难题，焦作市以支持
发展、防范风险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聚
焦融资中的难点、堵点和痛点，从体制
机制创新入手，着力解决信息、信用

“两缺”问题，进行有益探索和实践。
从2016年 12月谋划筹建到2017

年 6月注册成立，从 2018年 3月正式
启动到目前有效运行，焦作市智慧金
融服务平台建设工作已走过两年不断
创新发展的历程。

2017年 6月专门成立市属国有全
资的焦作市智慧金融服务有限公司负
责构建运营“焦作市智慧金融服务平
台”，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

工智能等新技术，依靠党委、政府组织
协调优势，全面整合各方资源，构建“政
府+金融机构+企业+中介服务商”四方
紧密对接、独具特色、功能齐备的智慧
金融服务平台（GFES），探索形成了“政
府主导、市场运作、信息共享、信用支
撑、风险分担、合作多赢”的企业融资新
机制，为企业提供全流程、一站式便捷
服务，让信息多“跑路”、企业少“跑腿”。

平台主要有“银企对接”等五大亮
点功能。焦作市智慧金服平台不仅是
科技金融有机结合的成果，而且是企
业融资全方位的体制机制创新，更是
固基利远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平台
打造是一项系统工程，为保证平台有
效运行，焦作市建立了一整套支持与
保障体系。

2018年 5月，焦作市印发了《关于
支持智慧金融服务平台建设工作的通
知》，成立了常务副市长任组长、主管
金融副市长任常务副组长，51家市直
部门和相关单位为成员的领导小组，

明确了工作职责、推进机制、保障措施
等，市法院、检察院、公安局、金融办、
人行、银监分局、发改委、财政局、工信
委、科技局、银行业协会等部门分别发
文予以支持，“1+N”政策保障体系为

平台保驾护航。
焦作市智慧金服平台 2018 年 3

月份正式启动运行以来，始终秉持
贯彻政府意图、服务企业融资的初
心和使命，为企业和金融机构架起畅
通的“连心桥”。随着各项功能优化
完善、服务水平全面提升、推介力度
持续增强，服务覆盖范围和影响力显
著扩大，金融机构参与积极性逐步提
高，企业注册量与融资需求量不断增
加，通过平台对接融资量快速上升，
标志着焦作在破解民营和中小微企
业融资难、融资贵方面取得了令人振
奋的可喜成果。

目前，驻焦 13 家银行已全部入
驻，多家证券、基金、担保、保理、创投、
小贷公司、征信公司、保险等各类机构

与平台开展合作。
平台启动运行近一年来，受到金

融业、企业界的普遍欢迎，在促进银企
沟通对接、提升风险防控能力、降低企
业融资成本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

截至12月 27日，焦作市智慧金服
公司累计组织 26次政金企融资对接
会，14家银行机构及22家创投机构与
1024 家企业参加；平台注册机构 39
家，发布金融产品 133个；注册认证企
业 1086 家，发布融资需求 861 项，总
金额 142.21 亿元；累计成功放款 426
户，总金额102.13亿元。

截至目前，平台的创新实践和成
功经验吸引了省发改委等省直部门、
金融机构负责人和扬州、三门峡等省
内外地市前来调研指导、学习考察共
28批次。

焦作市智慧金服平台建设，正将
智慧融于中小微企业融资的每一条
神经末梢，成为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引
擎，为怀川大地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无
尽活力！

焦作智慧金服：破融资难题 创“千百佳绩”
——写在焦作市智慧金融服务平台注册认证企业超过千家、放款金额突破百亿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