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一季度

□本报记者 栾姗

“两天没来，又变样了。”4月 19日，汽车
沿着驻马店市开源大道前行，看着巨型钢构
式建筑由远渐近耸立在眼前，驻马店市大项
目办的万克平不由发出感叹：“这粒‘白芝
麻’，真是一天一个样。”

河南省重点项目——总投资 11.58亿元
的驻马店国际会展中心，由全球知名的美国
TVS公司设计，设计理念取自“驻马店是世
界品质最佳的白芝麻产地”。从高空俯瞰，整
个建筑外形宛如一粒芝麻种子，建成后将作
为中国农洽会的固定场馆，被驻马店人亲切
地唤作“白芝麻”。

“今天的投资，就是明天的回报。”在省政
府重点项目办副主任石新宽眼中，这粒“白芝
麻”和郑东新区的“金玉米”一样，对于经济高
质量发展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乘数效应”，双
双作为城市地标性建筑，以农耕河南为底色，
向世界展示出一个崭新的开放河南。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一阵熟
悉的乐曲声响起，一群建筑工人站在项目场
地中间扯开红色的横幅：热烈庆祝中建钢构
驻马店国际会展中心主场馆顺利封顶。

“驻马店的营商环境非常好，这粒‘白芝
麻’自然一天一个样。”来自深圳的唐立阳是
该项目的执行总经理，曾经参加过中建钢构
多个“鲁班奖”项目建设。他说，办理审批手
续就像坐上“直升机”，正常两个半月审批完
毕的证件文书，8个盖章部门“一个屋里办审
批”，20个工作日全部办结；项目周例会就像
开到“市府大院”，市领导带领市直部门现场

办公，“谁的孩子谁抱走，谁的问题谁解决”。
稳投资是落实“六稳”“以稳应变”的重要

一招。今年以来，河南把重点项目建设作为
稳投资的关键抓手，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

“刀刃”上，深化“放管服”改革实实在在抓项
目建设，一季度重点项目完成年度投资目标
和新开工项目双双创历史新高，实现首季“开

门红”。
据估算，每 1元投资拉动社会总产值约

为3元，相应创造国民生产总值0.4元。在这
粒“白芝麻”周围，分布着中国（驻马店）国际
农产品加工产业园、皇家驿站小镇等关联性
较强的重点项目。驻马店市委常委、常务副
市长金冬江说，加快实施重点项目，有力支撑

了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主要经济指标增速
稳居全省前列。

“上次有客商来投资，说看了才知道，原
来郑州和武汉之间，还有一座‘大城市’叫驻
马店。”生于斯长于斯的驻马店干部刘小飞自
豪地说。此时，晌午的太阳正好映照着驻马
店国际会展中心，这粒“白芝麻”犹如一粒“种
子”，播撒在希望的田野上。③9

今年一季度，我省重点项目建设围绕“抓

早、抓优、抓实”的要求强力推进，共完成投资

2465 亿元，占年度目标的 30.8%，比去年同期

提 高 3.1 个 百 分 点 ；实 质 性 新 开 工 项 目 145

个，开工率 45.7%，高出既定目标 5.7 个百分

点，超额完成一季度目标任务，实现首季“开

门红”。

“抓早，审批即开工”，各省辖市、省直管

县（市）拿到审批文书立即推动计划新开工项

目及早开工，前两个月开工项目比去年同期

增长 2.9 倍；“抓优，要素齐保障”，省直部门积

极争取和协调项目建设需要的资金、土地等

要素；“抓实，干活有监督”，省政府领导牵头

推进项目，大力开展服务督导，督促在建项目

春节后迅速复工并掀起建设高潮。

一个重点项目就是一粒金种子。从发芽

到开花结果，“种子”的成长要经历漫长的过

程，全省各地发展改革部门要当好“园丁”，精

心呵护好这些“种子”，让重点项目早日投产见

效，为河南高质量发展不断加注新动能。③9

——省发展改革委主任何雄

●● ●● ●●

开栏的话 近年来，中央媒体高度关注河南在高质量发展中的

举措和成效，推出了一大批有深度、有影响的重点稿件，

为河南各项事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本报今起开设《央媒看河

南》专栏，重点刊发中央媒体宣传推介河南的报道，通过他们的报道视角，

传播好河南声音，充分展现新时代河南的新作为、新担当、新成绩。②13

首季“开门红”·数字看“六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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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延辉）4月 21日，郑州市统计局
发布了郑州经济首季“成绩单”：今年第一季度，郑州
市经济运行延续了去年以来平稳增长的态势，国内生
产总值同比增长8.2%，经济发展实现“开门红”。

一季度，郑州经济发展保持了稳中求进、稳中向
好的态势。初步核算，全市生产总值完成2365.7亿
元，同比增长8.2%，分别比全国、全省高出1.8和 0.3
个百分点。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完成 1092.7 亿
元，同比增长 8.8%；第三产业增加值完成 1257.9亿
元，同比增长8%。

生产、投资、消费多向发力，跑出高质量发展“加
速度”，交出“开门红”新答卷。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一季度，郑州工业生产回升明显，全市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8.1%，七大主导产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8.9%。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5%。固
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8.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完成1175.7亿元，同比增长9.8%。财政金融平稳增
长，地方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337亿元，同比
增长13%。③9

本报讯（记者 赵春喜 杨晓东）4月 20日，副省
长武国定深入驻马店、周口部分县区调研小麦赤霉
病防控工作。

武国定在调研中指出，目前正是小麦赤霉病预
防的关键时期。各地政府和农业农村部门要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全国两会河南代表团审议
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扛稳保障粮食安全的重大
政治责任，抓住有利时机，迅速掀起小麦赤霉病防控
高潮。要做到资金到位，各级财政要采取政府购买
服务、实行财政补贴等方式，加强资金扶持，同时鼓
励农民加大资金投入；要做到物资到位，及早做好防
控器械、药物等物资准备，满足防治需要；要做到技
术到位，组织技术人员现场指导，采取印发明白纸等
方式，让群众心中有数；要做到措施到位，坚持统防
统治与群防群治相结合，实现防控全覆盖；要做到责
任到位，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加强组织引导，动
员群众参与，打一场小麦赤霉病防控的突击战，为夺
取夏粮丰收奠定坚实基础。③4

本报讯（记者 尹江勇 实习生 周玉琴）4月 20
日，第四届清华校友创意创新创业大赛先进制造全
球总决赛在洛阳落下帷幕，来自国内八大赛区及北
美、欧洲两大国际赛区的 106个高精尖项目同台竞
技，涌现出一批引领先进制造业科技前沿的创业项
目。其中，阿尔法智联物联网芯片、智能焊接切割机
器人等35个项目脱颖而出。

本届总决赛由清华校友总会和洛阳市政府共同
主办，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洛阳先进制造
业产业研发基地（以下简称清洛基地）等承办，涵盖
了智能制造、机器人、轨道交通、新能源、新材料等多
个领域。来自清华园、京津冀等国内八大赛区及北
美、欧洲两大国际赛区的 106个创业项目经评委团
评估后，35个项目脱颖而出，分别成为创意组、种子
组、天使组和成长组的佼佼者。

“这些优胜项目落地洛阳后，将获得洛阳市政府
提供的 50万元至 500万元的创业资金及相关优惠
政策支持。”清华校友总会先进制造专业委员会秘书
长、清洛基地执行主任马明星介绍说，本次大赛作为
洛阳企业链接清华资源的重要平台和途径，还举办
了“智造创新，点亮洛阳”主题峰会，为参赛选手和评
委嘉宾提供了一个共同探讨智能制造发展方向、创
新创业实践、技术成果转化的机会，已促成了多项院
企合作。③6

郑州经济实现“开门红”

迅速掀起小麦赤霉病
防控高潮

百余高精尖项目洛阳“论剑”

一粒“白芝麻”的投资效应

决策者说数字

□本报记者 王铮 摄影报道

4月 21日，来自郑州大学的外籍
留学生代表在信阳南湾湖茶岛上身着
采茶服、手挎茶篮学习信阳毛尖采摘，
并在专业毛尖茶匠人的带领下体验制
茶、沏茶、赏茶等细节，感受中国茶文
化的独特魅力。⑨6

▼

交流采茶心得
▶为留学生讲解如何采茶

体验中国茶文化

4月 18日，西峡县前营村的村民在修整葡萄枝
苗。该村通过560亩人工种植的葡萄、猕猴桃等蔬
果产业，带动群众致富。⑨6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生生不息 延续千年中华文脉
——河南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见闻

本报讯（记者 孙静）4月 17日，省市场监管局
发布今年一季度全省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我省
抽检食品样品总体合格率达97.8%。

今年一季度，我省共完成并公布32大类 38488
批次食品样品监督抽检结果，检验项目合格样品
37654批次，不合格样品834批次，样品总体合格率
为97.8%。其中，粮、油、肉、乳等大宗日常消费品的
样品合格率高于样品总体合格率，如乳制品样品抽
检合格率达100%。

据了解，抽检发现的主要问题集中在农药残留
超标和检出禁用农药、食品中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
品添加剂、兽药残留超标和检出禁用兽药、食品中存
在微生物污染、质量指标不符合标准等。

省市场监管局提醒，公众若发现食品安全违法
行为，可拨打12331热线电话进行投诉或举报。③9

全省食品抽检合格率
达97.8%

□新华社记者 桂娟 双瑞 李文哲

1400多年前，隋炀帝杨广下令开凿通济
渠、永济渠，以洛阳为中心、贯穿中国南北的
隋唐大运河体系随之建立，生生不息。近年
来，河南稳步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古老运
河焕发出新的生机，越来越多的人触摸到大
运河所承载的中华文脉。

守得住：丰厚遗产见证昔日盛世

“2014年申遗成功的中国大运河项目中，
洛阳回洛仓、含嘉仓两座遗址入列。其中回洛
仓粮食储量约2亿公斤，是目前中国考古发现
仓窖数量最多的隋代‘皇家粮仓’，充分印证了
大运河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功能。”洛阳市文物
考古研究院隋唐研究室研究员王炬说。

粮仓只是大运河丰厚遗产的缩影。在大
运河河南段沿线，河道、闸坝、堤防、驿站、码
头、榷关、桥梁……运河遗产丰富、类型多
样。据统计，在大运河流经河南的 40 个县
（市、区）核心区内，就分布有世界文化遗产及
遗产点 10 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13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25处。

在通济渠商丘南关段，考古人员曾清理
出大量建筑砖、瓦，出土的青瓷、白瓷、黑瓷等
陶瓷器来自全国各个窑口。“这表明唐宋时期
宋城南汴河两岸建筑密集，全国各地的大量
物资在此集散。”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刘海旺说。

为守住丰厚遗产，近年来，河南先后明确
了大运河文化遗产资源挖掘、研究、本体保
护、展示利用等系列工程的工作思路，并安排

资金用于大运河沿线文物保护和博物馆建
设，在大运河申遗点段均建立遗产档案和监
测系统。

“监测监控的全覆盖，不仅便于我们及时
掌握大运河水质、水量、环境等重要因素情况，
还实现了移动跟踪、客流量监测分析等，大运
河遗产本体保护能力大大提升。”滑县运河遗
产管理处遗产监测中心负责人王国鸿说。

看得见：千年运河惠泽现代生活

正值洛阳牡丹文化节，隋唐城遗址植物
园内的各品种牡丹花连片开放，游客徜徉其
中不亦乐乎。一千多年前，这里见证了隋唐
大运河沿岸的繁华。今天，大运河仍惠泽现
代中国人的生活。

“隋唐城遗址植物园位于洛河以南、隋唐
洛阳城里坊区遗址之上，总占地面积 2864
亩，其中水域面积17万平方米，1万多米长宽

窄相宜的明渠水系既可用于灌溉，也增添了
园区的灵秀之气。”隋唐城遗址植物园办公室
主任安瑞云说。

“作为市政府为保护遗址而建立的大型
公益性园林景观，沿河公园的建设既保护了
地下文物，又美化了环境，给市民提供了休闲
娱乐的场所。”洛阳市文物局局长余杰说。

在河南郑州的索须河畔，游园、栈道、草
坪和嬉戏的水鸟同样吸引了不少市民。另一
座大运河重要节点城市开封，则利用大运河
文化带建设进行宋代文化发掘研究，启动了
新郑门城摞城片区等规划，力图再现汴河润
城的文化风貌。

郑州大学大运河文化带课题组专家认
为，大运河不仅留下了河道、码头、河堤、水工
设施等物质文化遗产，还孕育了许多与其密
不可分的文化与习俗，拓展大运河遗产从地
理空间向文化空间的延伸，创新传承展示方
式，可以让文化遗产“活”起来。

用得好：以线串点延续中华文脉

“大运河流经的全国县（市、区）核心区
共 150个，河南占到了 40个，是运河流经核
心区最多的省份。”河南省文物局局长田凯
表示，目前河南已启动大运河文化带、生态
带、旅游带等发展规划，要整合和展示运河
资源，让民众更了解历史，更享受大运河文
化遗产。

据介绍，河南将对遗产资源连续集中、价
值内涵丰富多样、保存状况良好的河段进行
重点打造，实施一批传承运河文化、弘扬运河
精神、讲述运河故事、体验运河生活的文化服
务设施，构建集文化、景观、游憩、生态等“多
线合一”的运河文化遗产线路。

“遗产保护应被摆在首要位置，在此前提
下合理开发。”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刘庆柱
认为，大运河文化本身就是大排档的文化，是
纤夫、基层群众的文化。随着时代发展，大运
河沿岸的农耕文明印记、码头文化元素正在
消失，保护和传承刻不容缓。

多位专家表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给中
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和经济抓手。在中国国
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大卫看
来，大运河文化带的复苏仍需经济效益推动，
将历史文化遗产与现代消费场景有机结合，
才能真正盘活历史。

“以前的遗产保护都是一个个点，大运河
文化带建设将把这些沿岸散落的文化遗产串
联起来，不仅有利于遗产保护，也将助力沿线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吕舟说。

（新华社郑州4月18日电）

驻马店国际会展中心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