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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员

“珠三角”一张蓝图绘到底，粤港澳

深化合作展新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

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

亲自推动的国家战略，是新时代推动形

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举措，也是推动

“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粤港

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公开发

布，这份纲领性文件对粤港澳大湾区的

战略定位、发展目标、空间布局等方面

作了全面规划，一个富有活力和国际竞

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将在

不懈奋斗中一步步化为现实。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立足全局和

长远发展作出的重大谋划。作为我国

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

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发展大局

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40 年改革开

放，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实力、区域竞争

力显著增强，已具备建成国际一流湾

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基础条件。按照

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不仅要建成

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国际科技

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

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还要

打造成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

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典范。推动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有利于贯彻落实新发展

理念，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不

断增强提供支撑；有利于进一步深化

改革、扩大开放，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开

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高水平参与国

际经济合作新平台。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保持香港、

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重大决策。40 年

改革开放是香港、澳门同内地优势互

补、一起发展的历程，也是香港、澳门

日益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共享祖国繁

荣富强伟大荣光的历程。香港、澳门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是“一国两制”的应

有之义，是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也是

香港、澳门探索发展新路向、开拓发展

新 空 间 、增 添 发 展 新 动 力 的 客 观 要

求。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将进一步丰

富“一国两制”实践内涵，为港澳经济

社会发展以及港澳同胞到内地发展提

供 更 多 机 会 ，保 持 港 澳 长 期 繁 荣 稳

定。大湾区建设要在“一国两制”框架

内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坚守

“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进一步

建立互利共赢的区域合作关系，为港

澳发展注入新动能，拓展新空间。

建设好粤港澳大湾区，关键在创

新。大湾区是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的条件下建设

的，国际上没有先例。要从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新时代推

动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战略高度深刻认

识大湾区建设的重大意义，解放思想、

积极探索、大胆尝试，发挥先行先试作

用，勇于解决与发展不适应的体制机

制障碍和法规制度束缚。在“一国两

制”框架下，发挥粤港澳综合优势，创

新体制机制，促进要素流通，推动大湾

区内各城市合理分工、功能互补，提高

区 域 发 展 协 调 性 ，促 进 城 乡 融 合 发

展。注重用法治化市场化方式协调解

决大湾区合作发展中的问题，让创新

的动力充分涌流，让市场主体活力充

分展现。

“来而不可失者，时也；蹈而不可

失者，机也。”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港

澳培育新优势、发挥新作用、实现新发

展、作出新贡献的重大机遇，是广东改

革开放的大机遇、大文章。粤港澳三

地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高起点高质

量建设大湾区，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谱写新篇章。

（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

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县，有一所
小学，该学校 1936年创办，一直将红
色基因作为精神内核，将爱国主义情
怀根植在一代又一代学生心中，现在
已成为新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
所学校就是林基路小学，创始人是林
基路烈士。

林基路，原名林为梁，1916年出
生于广东省台山县都斛圩大纲村。
1931年，林基路考进了广州中山大学
高中部。九一八事变后，他写下了《只
有一战》的政论文章。1934年，林基
路赴日本东京，进入明治大学攻读政
治经济学。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 6月，林基路回到上海，
投 入 抗 日 救 亡 运 动 。 后 赴 延 安 。
1938年初，受党的派遣，林基路到新
疆做统战工作，就是在这个时候，他
改名为林基路，表示永远遵循党的基
本路线。

林基路先后任新疆学院教务长、
阿克苏专区教育局局长、库车县县
长、乌什县县长等职。

在新疆学院，林基路参照延安抗

日军政大学的办学方针，宣传中国共
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方针政策，讲述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林基路等
中共党员的培养教育下，许多青年学
生走上了革命道路，新疆学院的面貌
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林基路在就任两县县长期间，忘
我地工作，紧密联系群众，深入调查
研究，规划开发建设，兴办教育事业，
提拔正直可靠有能力的各族官员，建
立养老院和孤儿院，注意减轻人民负
担，大力发展农业生产，领导群众兴
修水利。

1942 年 9 月，反动军阀盛世才
将大批在新疆工作的中共党员逮捕
入狱。林基路在著名的《囚徒歌》中
表达了对革命的忠贞和坚定的信
念：“坚定信念，贞守立场！掷我们
的头颅，奠筑自由的金字塔；洒我们
的鲜血，染成红旗，万载飘扬！”

1943 年 9 月 27 日，林基路与陈
潭秋、毛泽民等共产党员英勇就义，
年仅27岁。

（据新华社广州2月18日电）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林基路：丹心耀天山

□本报记者 赵力文

“这样的专家对接活动，能让企业少
走很多弯路。”2月 15日，河南中凯炭素
有限公司负责人郜其凯在座谈会后深有
感触地说。

这是我省“千名专家进百县帮万企”
活动中开展的第一次专家调研。当天，
省生态环境厅组织 3 位专家来到巩义
市，现场调研当地炭素行业治理状况，随
后又与十多位企业老总面对面座谈。

省环境保护科学院高级工程师何新
生等3位专家走访了巩义市国炜石墨电
极有限公司、河南中孚炭素有限公司，走
进车间查看生产、治污情况，询问企业面
临的技术难题和服务需求，与企业负责
人交流环境管理经验，同时还当场指出
了可以改进的地方，比如车间封闭不严、
粉尘污染有隐患等。

“不仅仅末端治理，企业还可从生产
工艺、装备水平等方面提升挖潜，从源头
抓起，尽量调整工艺，实现清洁生产。”何
新生说。

座谈会上，专家们分享了调研的感
受后，企业老总们也抛出一个个问题。

“环保标准不断加严，有什么办法来
降低治理成本？”

“政府对炭素行业发展持什么态度，
以后还能不能继续投入？”

“脱硫产生的石膏，目前出路有困
难，怎么办？”

专家们一一回答，省生态环境厅科
技标准处处长魏金春也从政策方面做了
解答。

“今天这个对话活动非常好。”郜其
凯说，“让我进一步了解了政府将来要支
持什么，要治理什么，对企业的提升改造
会有很大帮助。”

魏金春表示，针对目前企业特别是中
小企业缺乏污染治理技术和专家指导，以
及了解环境管理政策不够的现状，“千名
专家进百县帮万企”活动以技术服务为支
撑，旨在解决企业在环境管理中存在的问
题，助力企业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③6

□本报记者 李若凡

“垃圾围村”是长期困扰农村的
“老大难”问题，处理好农村垃圾问
题，是改善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
的一项基础工作。兰考县探索建立
了一套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
利用收运处置体系，基本实现了“收
集分类化、运输减量化、处置资源化、
处理无害化”的目标。2月 15日，记
者走进兰考县，探究这里是如何破解

“垃圾围村”难题的。

垃圾当“钱”花

每天早上，兰考县仪封乡代庄村
村民张平都会仔细地将自家的垃圾
分类装袋，投到门口的分类垃圾箱
内。而电池、旧衣物、废金属等，他
会专门堆在自家小院的一个角落。
张平说：“在俺们这儿，四节废电池
能换一个笔记本，100个烟头能换一
支钢笔……”

在代庄村，每家每户门前都有小
型的垃圾分类桶。“以前，俺村是‘垃
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晴天满街土，
雨天一街泥’。”张平说，“这几年我们
村变化很大，大街小巷都见不到一点
垃圾。”

代庄村只是兰考县乡村人居环
境变化的一个缩影。记者走访堌阳
镇徐场村、谷营镇高二村、东坝头乡
张庄村……村庄的主路和小径，都被
清扫得干干净净，家家户户的房前屋
后也打扫得清爽利落。

“兑奖活动只是调动农民主动参
与垃圾分类的一种手段。”兰考县委农
办新农村培训中心主任任惠民说，“近
几年，我们县实施城乡一体化保洁，县
财政按照每个农民每年 69.77元，列
出专项资金用于垃圾清扫、收集、分类
和运输。按照‘村保洁、乡运输、县处
理’的三级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机制，每
40至 50人配备 1个 240升的移动垃

圾桶，每 500 人配备 1 个 3000 升的
垃圾箱，每个乡镇配备大型清扫车和
运输车，每 1万人配备 1辆自动化垃
圾清运车。此外，投资 1.2亿元在各
乡镇（街道）建设40座标准垃圾中转
站，完善环卫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垃圾有5个“家”

在河南嘉泓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门口，摆放着一头用废钢打造的“金
色斗牛”，院内还有“孔雀”“士兵”

“坦克”等，这些都是该公司废钢艺
术中心的作品，它们的售价最高可
达百万元。这家环保公司还有一项

“绝活”，可用废塑料制成聚酯专用
料，最终生成可作为被子和衣服填充
物的化纤，一年可为兰考县消化掉

20万吨废塑料。
现在，兰考县已为农村垃圾找到

了 5 个“家”：一是给建筑垃圾找个
“家”，堆景垫路利用它；二是给秸秆
柴草找个“家”，挖坑积肥保庄稼；三
是给破旧衣服找个“家”，收集打捆卖
钱花；四是给有害垃圾找个“家”，收
集分类处理它；五是给其他垃圾找个

“家”，收集清运把电发。
为了垃圾的这 5个“家”，兰考县

引入社会资本投入到垃圾终端处
理环节。如：引入光大垃圾焚烧发电
厂一期工程，总投资3.1亿元；引入格
林美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5亿元，建
设沐桐环保循环经济产业园；引入瑞
华电力秸秆发电厂，总投资1.2亿元；
引入嘉泓环保，投资1.3亿元，打造循
环经济产业园。

据统计，兰考县农村生产废弃物
利用率超过 90%，农膜回收率超过
80%，农村工业危险废物无害化利用
处置率达到 95%，实现了“收集分类
化、运输减量化、处置资源化、处理无
害化”的目标。

推进垃圾分类“全域共治”

通过推行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
用工作，兰考县城乡的生产、生活垃
圾实现了减量化、无害化处理和资源
化利用，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有
力促进了环境改善，并带动了一大批
绿色环保企业的发展。

“兰考模式通俗来讲，就是农民
参与是前提，政府投入是基础，市场
化运作变废为宝。”兰考县副县长金卫
东说，按照规划，2019 年，在做好桐
乡、坝头、仪封等8个乡镇（街道）进行
垃圾分类全域推进的基础上，其他 8
个乡镇 80%以上的行政村要实行生
活垃圾分类；2020年，完成剩余 8个
乡镇20%的行政村和仪封园艺场、造
纸林场和柳林林场垃圾分类，实现农
村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③4

本报讯（记者 李虎成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袁楠）2月16日，第十四届中
国（长垣）国际医疗器械博览会在长垣
开幕。当天，中国医学装备协会正式
授予长垣县“中国医疗耗材之都”称号。

据介绍，长垣县目前共有医疗器
械生产经营企业 1500 余家，医疗器
械产品注册证 2124 件，涉及注射穿
刺器械等 20大类医疗器械产品，其
中敷料类产品占全国市场份额的
70%以上，出口 70余个国家和地区，

2018年医疗器械行业生产总值突破
100亿元。

本届博览会由长垣县人民政府
主办，参展的国内外企业超 600家，
场馆总面积 4万平方米。医疗耗材、
医用生物材料、移动医疗、可穿戴设
备等方面上千种产品参展，覆盖了医
疗器械行业整条产业链。

开幕式上，5个亿元以上的重点
医疗器械合作项目现场签约，合同总
额达8.4亿元。③5

本报讯（记者 王平 通讯员 孙海
峰 聂政）永煤集团获奖补 100万元，
神火集团获奖补 50万元，永城市城
建集团获奖补 30万元，闽源钢铁集
团等9家企业各获奖补10万元，河南
中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 4家总部
经济突出贡献企业各获奖补5万元。

2月 16日，永城市召开全市三级
干部大会，市委、市政府为去年对地
方贡献利税超千万元的 12家突出贡
献企业、4家总部经济突出贡献企业
进行表彰颁奖，用“真金白银”激励企
业持续健康发展。

“很激动，也很振奋！”会议现场，
永城市城建集团总经理张文海说，
2018年，市委、市政府帮助企业完成
改制重组，提供项目资金支持近 10
亿元，并在项目建设方面简化程序，
助力企业腾飞，企业全年贡献利税
2.07亿元。

“今年永城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增添活
力，推进传统产业提质增效，推进民
营经济强筋壮骨，以全市企业发展高
质量助力实现首季开门红。”永城市
委书记、市长李中华说。③5

据新华社北京2月 18日电 2月
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粤港
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公开发
布，规划近期至 2022年，远期展望到
2035年。

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特别行
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广州
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
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肇庆市，总
面积 5.6万平方公里，2017年末总人
口约 7000 万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
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
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共十一章，包括规划背景、总体要求、
空间布局、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构建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
生活圈、紧密合作共同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共建粤港澳合作发展平台、
规划实施等内容。

当天，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

组办公室负责人发表谈话表示，推进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
亲自推动的国家战略，是新时代推动
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举措，也是
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
践。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
公室将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
会同粤港澳三地和有关部门以钉钉
子精神抓紧抓实做好各项任务，也欢
迎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大湾区建设，共
同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国际一
流湾区，成为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的
示范。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长垣获“中国医疗耗材之都”称号
敷料类产品占全国市场份额超70%

永城重金奖补突出贡献企业

抓住大机遇 建好大湾区

兰考乡村“突围”记 治污专家下基层
企业老总忙“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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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3日，栖息在汝南县宿鸭湖的大雁起飞北迁时，雁群遮天蔽日，鸟鸣
声响彻云霄，场面蔚为壮观。⑨3 陈更生 张斌 摄

近日，汝阳县大虎岭出现云海景观，与矗立在岭上的一座座风力发电机构成一幅美丽的画卷。当地大力发展新能源产
业，目前风力发电项目正加速推进，投资8亿元的中能建8万千瓦风电项目已经开工建设。⑨6 高山岳 李景堂 摄节能减排美如画

废旧金属制成的“金色斗牛”

垃圾分类收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