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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全媒
体记者 刘梦珂）5月 22日，副省长武国
定带领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中储粮河
南分公司主要负责同志到商丘市调研指
导政策性粮食库存数量质量大清查工
作。

武国定一行先后来到商丘国家粮食
储备库、中储粮商丘直属库及民权县国
家粮食储备库，查看安全储粮、粮食备仓
及大清查等工作。武国定指出，河南是
产粮大省，做好大清查工作，事关国家粮

食安全，必须按时保质完成。一要严格
程序，按照规定程序开展普查，做到严肃
认真、不走过场；二要严格标准，认真对
照国家标准，确保查清查实库存粮食数
量质量；三要严格质量，确保做到“有仓
必到、有粮必查、有账必核、查必彻底”，
检查成果经得起检验；四要严格责任，坚
持谁清查、谁签字、谁负责，确保责任到
人。同时，要做好夏粮收购备仓、器材的
准备工作，确保有仓收粮、有人收粮，防
止出现农民“卖粮难”现象。③8

本报讯（记者 郭戈 河南报业全媒
体记者 秦川）5月 22日，中国企业联合
会在鹤壁市召开专题座谈会，围绕循环
发展与先进制造的转型之路进行探讨交
流。副省长刘伟、中国企业联合会常务
副会长兼理事长朱宏任出席。

刘伟指出，河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
视先进制造业和循环经济的发展，明确提
出建设先进制造业强省，于今年全面启动
了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培育
攻坚，努力形成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

性框架体系。同时，围绕循环经济的发
展，还专门制定出台了《河南省“十三五”
循环经济发展规划》，提出实施循环发展
引领行动，建设一批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基
地。欢迎各位企业负责人来豫进一步考
察，努力发现机遇、推进合作。

朱宏任表示，中国企业联合会将助
力河南省委、省政府和广大企业把握国
内外市场变化趋势，积极主动应对各种
风险挑战，着力推动绿色产业和先进制
造业发展。③4

本报讯（记者 李点）5月 22日至 23
日，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调研组
深入我省南乐县、兰考县等地，就“加大白
色污染防治力度”开展调研。23日，调研
组在郑州召开座谈会，全国政协副主席李
斌、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
聂卫国出席座谈会，省委常委、常务副省
长黄强在会上汇报了我省相关工作情况。

座谈中，李斌指出，河南以新发展理
念为引领，深入开展三大攻坚战，在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中积极作为，取得了显著
成效。她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中
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上关于坚持绿色
发展的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

增强做好白色污染防治工作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深入实施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进
一步总结经验、推广经验，增强白色污染
防治的制度和刚性约束，加大白色污染防
治的科技创新，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中的白色污染防治这场重大战役。调研
组将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认真梳理大家
提出的意见建议，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作
用，在建言资政、凝聚共识上双向发力，为
不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贡献力量。

全国政协常委周然，全国政协委员岑
旭、白岩松、常信民等出席座谈会。省政协
副主席钱国玉、周春艳和秘书长王树山参
加调研或座谈。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围绕
主题与调研组成员进行了互动交流。③4

本报讯（记者 刘勰）5月 23日，全省
抓党建促脱贫攻坚第四次推进会暨抓党
建促乡村振兴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在
郑州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按照省委十
届九次全会部署，进一步动员全省组织系
统担当尽责、奋发有为，以决战决胜的奋
斗姿态抓党建促脱贫攻坚，以接续发力的
精神状态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省委常委、
组织部长孔昌生出席会议并讲话。

孔昌生指出，要强化政治担当，扛稳
政治责任，决战决胜阶段抓党建促脱贫攻
坚责任更加重大，必须重心不变、加力推

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赋予党建工作新的
时代使命，必须主动跟进、担当作为；抓党
建促脱贫攻坚、促乡村振兴有机衔接，必
须统筹推进、接续发力。要抓牢重点任
务，抓实工作举措，在激发思想动力、树牢
干部导向、筑牢组织基础、夯实人才支撑、
强化物质保障上下功夫见成效。要用响
鼓重锤抓推进，用钉钉子精神抓落实，把
责任链条拧得更紧、分类推进抓得更精
准、工作作风转得更扎实、舆论氛围造得
更浓，以实际行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

会议通报了抓党建促脱贫攻坚工作
情况，6家单位和个人作了交流发言。③9

全国政协调研组在豫
开展白色污染防治专题调研

孔昌生就抓党建促脱贫攻坚、促乡村振兴工作强调

以高质量党建
决胜脱贫攻坚助推乡村振兴

做好政策性粮食库存大清查工作

中国企业联合会专题座谈会在鹤壁召开

·

□本报记者 栾姗

5 月 20 日至 22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江西考察并主持召开推动中部
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时强调，脱贫攻
坚已经进入决胜的关键阶段，各地区
各部门要再加把劲，着力解决好“两
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

摆脱绝对贫困的标志，是稳定实
现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不
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
住房安全有保障。

国务院督查激励全国易地扶贫
搬迁工作积极主动、成效明显的地
方，河南是全国唯一连续两年受到国
务院激励的省份，其秘诀就在于探索
走出了一条“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生活好”的新路子，后续脱贫成效明
显，初步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的目标。

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扶贫开发
领导小组组长胡春华对我省近年来
集中力量打好易地扶贫搬迁攻坚战
取得的成效予以充分肯定。他指出，
河南贫困人口多、搬迁难度大，河南
省委、省政府坚持把易地扶贫搬迁作
为脱贫攻坚的重头戏，探索出了一些

符合省情、群众满意的路子。
从“此方水土”到“彼方水土”，我

省已累计有超过 22万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搬离大山沟，住进干净整洁、环境
优美的新楼房，过上了幸福的好日子。

挪“穷窝”换个活法

新建的七层楼房挺立在青山绿
水间，自来水在洗菜池哗哗流淌，旁
边的学校里传来琅琅读书声……初
夏时节，崔历英从卢氏县偏僻的横涧
乡大村，搬迁到县城里的兴贤里社
区。

“谁愿意住那土坯瓦房！”崔历英
之所以愿意搬，是因为“看中了这个
地方”。与大村相比，易地扶贫搬迁
的社区不但基础设施齐全，而且交通
便利，孙子上学就在家门口。

不仅“搬得出”，而且“稳得住”。
最重要的是，社区帮她办了低保和医
保。在大半辈子都没出过大山沟的崔
历英的眼中，她过上了城里人的日子，
进得了“大医院”，领上了“退休金”。

我省贫困人口总量居全国第四
位，是脱贫攻坚任务较重的省份之
一。在太行山、伏牛山、大别山的“三
山”地区，有26.03万贫困人口生活在
大山深处。省发展改革委主任何雄
说，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但是

河南大山深处的一些贫困地区，“水
土”已经承载不了未来发展的需要，
易地扶贫搬迁是解决这部分群众脱
贫致富的根本之策。

换“穷业”脱贫致富

宜居重要，宜业更重要。这一
点，淅川县盛湾镇白亮坪村村民刘丽
军深有感触。

从“穷窝”挪进宽敞明亮的楼房，
刘丽军当然高兴，但吸引她的并不单
单是房子，还有就业岗位。盛湾镇结
合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将扶贫车间建
到了安置小区旁边，刘丽军就在盛源
制衣有限公司做工，一个月能挣上一
千五六百元。

易地扶贫搬迁的难点和重点在
于“能致富”，归根结底是解决“咋脱
贫”问题。

我省根据科学评估，充分尊重群
众意愿，拿出“绣花功”、定制“作战
图”：因地制宜建设 1个村级光伏小
电站、落实1项产业帮扶措施、建设1
个扶贫车间、实现1人稳定就业、有1
份稳定资产收益，目前已带动20.6万
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占搬迁贫困人口
总数的79%。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
所所长、研究员魏后凯评价说，此举

是从根本上解决搬迁贫困人口稳定
脱贫和后续发展问题。

拔“穷根”喜笑颜开

摆脱绝对贫困，标志是稳定实现
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目的是

“生活好”。
自全国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开展

以来，河南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
本方略，把“十三五”时期易地扶贫搬
迁任务纳入乡村振兴战略、新型城镇
化、现代产业发展中统筹推进，啃下

“五个一批”中最难啃的“硬骨头”，目
前已全部完成“十三五”易地扶贫搬
迁 7.5万套住房建设任务，今年年底
前，26.03万贫困群众将全部搬入新
家园，最终实现“五年任务、四年完
成、一年巩固”的工作目标。

“就业方便了，收入增加了，孩子
考上了大学，我们全家铆足劲头奔小
康。”说起搬迁后的新生活，栾川县潭
头镇易地搬迁社区的杨建立笑得合
不拢嘴。他在家门口张贴了一副对
联，上联是：托党恩乐迁福地；下联是：
感良政喜住新居；横批是：共产党好。

何雄说，群众说出了心里话。易
地扶贫搬迁，不仅要使贫困群众住上
好房子，还要使贫困群众过上好日
子。③4

搬迁是手段 脱贫是目的
——河南易地扶贫搬迁工作连续两年获得国务院激励

5月 23日，沈丘县周营镇，周口
市北航船舶修造有限公司的工人们
正打造订单集装箱货运船。该公司
依傍沙颍河而建，不仅延续了当地的
造船传统，如今正成为乡邻的“致富
工厂”。目前已安置160余名农民工
就业，有效助力脱贫攻坚，促进乡村
振兴。⑨6

本报讯（记者 方化祎 高长岭）“出山
店水库开始下闸蓄水！”5月23日15时许，
随着一声令下，出山店水库大坝弧形闸门
缓缓落下，千里淮河第一坝投入使用。

初夏时节，骄阳似火。在大坝坝顶
的闸门控制柜前，工作人员轻按关闭键，
70多吨重的闸门缓缓落下。20多米深
的泄洪底孔内，水流越来越小，轰轰作响
的泄洪底孔变得安静起来。

出山店水库位于信阳市区西北15公
里的淮河干流上，在干流上修建一座大坝，
是新中国几代人的梦想。淮河总长1000
公里，落差 200米，仅上游落差就达 178
米，造成水势暴涨暴落，给中下游带来很大
防洪压力。水利部门1953年开始规划建
设出山店水库，两次动工，又两次“下马”。
2015年8月，出山店水库全面开工建设。

出山店水库总库容12.51亿立方米，
总投资 98.7 亿元，是国务院部署的 172
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是改革开放以来
由我省建设的唯一大（I）型水库，也是新
中国成立以来我省单体投资最大的水利
工程。水库大坝设计高程100.4米，总长
3690.57 米，其中混凝土坝段长 429.57

米，被誉为“千里淮河第一坝”。
出山店水库汇聚了众多先进的科技

成果。闸门紧闭几分钟后，泄洪底孔混凝
土颜色由深变浅，由湿变干。“闸门滴水不
漏，得益于设计、材料和工艺的完美融合。”
出山店水库建设管理局局长祝云宪说，云
计算、物联网、大数据和建筑信息模型等新
技术、新工艺，铸就了这座科技之坝，大坝
已验收的工程优良率达到92.6%。

水库建成后，可使淮河干流王家坝以
上防洪标准大为提高。今年汛期，出山店
水库将按照迎接 200年一遇洪水设计度
汛方案，预计水库可消减洪峰流量 4197
立方米/秒，让下游防洪压力大大减轻。

待汛期过后，水库水位将抬升至 88
米高程，水面面积扩展到 7.8万亩，一座
烟波浩渺的大型水库，将镶嵌在豫南大
地，与南湾水库形成“双璧”。

按照设计，出山店水库每年为信阳
市城市供水8000万立方米，同时灌溉两
岸 50余万亩耕地，平均每年发电 750多
万千瓦时。

据介绍，在下闸蓄水前，信阳市浉河区、
平桥区3.9万多名居民已搬离库区。③4

千里淮河第一坝投入使用

出山店水库下闸蓄水
河南省重点项目名片

二里头遗址博物馆

二里头遗址博物馆位于偃师

市翟镇镇二里头遗址保护区南约

300米，占地 200余亩，总建筑面积

约3.2万平方米，总投资约6.3亿元，

将于今年 10月正式开馆。遗址博

物馆之外，同步规划建设有二里头

考古遗址公园。届时，这里将成为

全国大遗址保护、展示和利用的示

范区、早期中国国家形成与发展研

究展示中心、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

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历程与成果展

示基地。③9

蹲点重点项目

□本报记者 温小娟

伴随着近 60年的考古发掘，偃
师二里头遗址破解了中华民族一个
重大秘密：距今 3800 年—3500 年
前，这里出现了最早的王朝都邑，上
演过夏的繁华以及夏商王朝的更迭。

在此背景下，二里头遗址博物馆
工程应运而生，并被列入国家“十三
五”重大文化工程，于2017年 6月 11
日正式开工建设。如今，二里头遗址
博物馆建设已进入开馆倒计时。

5月 22日，记者在二里头遗址博
物馆施工现场看到，博物馆雄姿初现，
烈日炎炎之下，数十名工人变身“蜘蛛
侠”，在攀墙作业贴保温层和隔水铝
板；广场上正在进行绿化景观施工。

“时间紧迫，现在馆内馆外、广场
绿化等装修全部同步进行，文物布展
装修也开始进场设计。”项目工程组
组长杨志伟介绍，“目前，工程队、设
计团队都驻扎在现场，遇到问题及时
碰头商量解决，以确保如期开馆。”

杨志伟说，当前工程进度上的最
大难题是中央大厅“青铜爵”的装修，
由于其不规则的造型，展开的四个角
有不同的弧度且不对称，无法直接贴
上青铜模板，现在正在采用 3D扫描
建模方案解决。

按照规划，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包
括公共区域、业务区域、行政区域及
早期中国研究中心等。地上一层公

共区域东侧设置有可容纳 400余人
的影视厅，观众可以在这里观看二里
头遗址专题片，了解“最早的中国”的
历史进程；地上二层文物展厅旁边设
置有文物修复展厅，观众可近距离观
看文物修复过程，感受“复活”历史。

一直以来，由于缺乏明确、可靠的
文献记述，学术界对“最早的中国”在哪
里有争议。对此，中国社科院考古研
究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二里头工作
队队长许宏表示，在二里头之前，中华
大地上曾经出现各式各样的聚落，但
它们的势力范围有限，当时的文明分
布状况如“满天繁星”。随着二里头文
化与二里头都邑的出现，“满天星斗”似
的若干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进入到

“月明星稀”的广域王权国家阶段。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掘，二里头

遗址揭示了众多中国乃至东亚之
“最”：最早的“紫禁城”、最早的城市
主干道网、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及最早
的铸铜作坊、最早的制作绿松石器的
作坊、最早的双轮车的车辙……这些
重要发现成为探索中国早期文明和
国家起源、夏文化、夏商王朝纪年及
分界的关键性证据。

刚刚上任的二里头遗址博物馆
馆长王献本说，博物馆建成后将再现

“夏王朝”众星捧月的风采，二里头遗
址近60年来考古发掘出土的遗物将
第一时间跟观众见面，展品还包括夏
商周断代、中华文明探源两大学术研

究工程成果、过程性文字、图像资料
等，“展览主要分为三个主题：第一王
朝、赫赫夏都、断代探源，阐释早期中
国的形成历程，被评为2004年度‘中
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绿松石龙形
器以及嵌绿松石铜牌饰、青铜爵等重
要出土文物将作为镇馆之宝展出”。

王献本说，除博物馆外，二里头
遗址周边规划区域还包括二里头遗
址考古公园、二里头遗址保护区、农
耕区、旅游开发等文化创意板块以及
冉庄、二里头、四角楼、前李、圪当头
等五个传统民俗文化村落，将吸引更
多观众走进二里头感受“华夏第一王
都”风采，让珍贵的文化遗产“活”起
来、传下去。③9

再现众星捧月之“最早中国”

二里头遗址博物馆效果图 本报资料图片

出山店水库大坝远眺②28 本报记者 高长岭 摄

致富工厂
□谢辛凌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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