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缘何呼唤规划师

沙河复航是北舞渡几代
人的梦想，历史上，北舞
渡便是有名的水运名镇，
沙河复航后，北舞渡有望
再现辉煌，成为内河航运
的重要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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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乡村振兴迈出的关

键一步，更是关乎我省广大

农民利益的一场深刻变革。

从 7月 15日开始，我省

选派 1517 名规划设计师下

到 1188个试点村庄(见本报

7月 17日 3版《我省 1517名

规划设计师下乡》一文），为这

些村庄的振兴把脉问诊，编

制好用、管用、实用的村庄规

划。试点村热烈欢迎规划设

计师入驻，很多非试点村的

村干部找到地方政府：我们

也需要规划设计师。

“这反映出广大农村对

规划设计师的渴求和呼唤，

也证明我省推出的‘乡村规

划，千村试点’是顺民心、合

民意之举。我省将以此为契

机，全面推进乡村规划，通过

规划引领乡村振兴，让农村

在振兴中保留乡土味道，重

塑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

水，记得住乡愁。”省自然资

源厅党组书记刘金山说。

规划不规划 村貌大不同A
□本报记者 李运海

没有规划师 老乡很着急B

下乡踏实地 中原更美丽C

新县周河乡西河湾村，一个有 700多
年历史的古老村庄，村内的建筑大多是明
末清初建的。如今这里流水潺潺，炊烟袅
袅，古树老宅，游人爆满，成为远近闻名的
旅游胜地，被称为“画里乡村，梦里老家”。

谁能想到，2013 年以前，这里还是房
屋破败、残墙林立，村里没有电视信号，也
没有手机信号。沿河的一条主街道上，到
处是牛棚、猪圈，臭气熏天。

是什么让西河湾村重新焕发勃勃生机？
村党支部委员张思恩说：“是规划。因为

坚持规划先行，并严格按照规划设计、施工，
没有大拆大建，而是修旧如旧，既保护了传统
特色的古村落，又让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他
回忆说，当时村里专门邀请清华大学、中央美
术学院、河南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总院等专
家编制了西河湾美丽乡村建设规划和供排水
系统、污水处理系统、垃圾治理、绿化亮化等
项目规划，对村庄基础设施和古民居、村落景

观等进行了整体规划设计。
在我省，已经有一大批像西河湾村这

样的村庄，通过实施科学规划，成为乡村
振兴的典型和亮点。省自然资源厅国土
空间规划局局长张传慧说：“乡村振兴，规
划先行，如今已成为共识。但是，就我省
而言，乡村规划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之
处，绝大多数村庄存在无规划、乱规划和
规划实用性差、科学性不足、实用性不强
等问题，乡村建设存在许多问题和短板。”

目前，我省 4.58 万个行政村中，有 2.6
万个村庄没有编制村庄规划，结果很多村
庄有新房无新村、有新村无新貌。一些乡
村建得像城市公园，失去乡土味；一些村庄
简单复制外地的模式，失去本土味；更有很
多村庄老房破旧不堪，新房风格杂乱，垃圾
围村，村容村貌和人居环境较差。“编制出
能用、管用、好用的村庄规划，已成为基层
干部和群众的共同呼声。”张传慧说。

“我们欢迎规划师下乡，帮助村里作一
个整体规划，造福父老乡亲。”在淇县灵山
街道办事处赵庄村，56岁的村党支部书记
赵常海表达了这样急切的愿望。

赵庄村地处太行山南麓，这里最古老
的建筑有300多年，村里还有朝歌寨、收粮
洞等殷商遗址。2015年，村“两委”决定发
展乡村旅游，千方百计筹措上百万元资金，
请专家作了一个旅游规划。依据这个规
划，赵庄村修路、整治河道、发展农家乐，成
为当地有名的乡村旅游点。

但是，说起规划和发展现状，赵常海连
连叹息。他说，当时规划过于单一，没有作
整体规划，直接制约了旅游业的发展。省
里实施“乡村规划，千村试点”，真是找准了
乡村振兴的痛点和难点。

其实，规划设计师下乡，在我省并不是第
一次。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总规划师黄
向球说，过去也有很多规划师下乡，但人下去
心没沉下去，规划也脱离实际。因此，这次规

划设计师下乡，要走新路、守初心、接地气，以
村为家，准确把握村民最关注的问题，真正编
制出管用、能用、好用的乡村规划。

吴晓丹是新乡市平原示范区东圈村
人，如今在北京城市规划设计股份公司工
作。这次主动报名，回家乡编制村庄规划，
她说：“虽然离开家乡已经 20多年了，但对
家乡的一草一木仍有深厚的感情，那里有
自己儿时的记忆，童年的欢乐，因此希望通
过自己的规划，能让家乡在美起来、富起来
的同时，留着那份土味和乡愁。”

采访中，很多基层干部并不讳言我省
基层缺乏规划人才这一短板。目前，我省
不仅农村干部不懂规划，乡镇也罕有懂规
划的干部，造成县、乡镇层面在村庄规划编
制和实施管理方面存在技术指导的缺失。
黄向球说：“这更说明，乡村规划师是稀缺
人才，乡村规划是个广阔的舞台。下乡的
规划设计师要抓住这次机会，助力实现乡
村振兴，也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根据村庄规划，信阳市平桥区明港镇
新集村对村庄道路、旧房进行改造。

农村更像农村了：土路变成了石铺
地面，旧房用废砖进行了外墙包装，坑塘
长满了荷叶，塘边是废旧砖瓦垒起的有
装饰图案的背景墙……清水墙、布瓦房、
狗头门楼，一幅浓郁的豫南农村特色景
观。

农村也不像农村了：厕所都改成水冲式
厕所，户户门前放了垃圾分类的两个筐，村
里建了垃圾分类中心，处处干净整洁……

这就是规划设计师的杰作。
新集村党支部副书记吴金辉说，村里

没有大拆大建，而是修旧如旧，村庄美了，
环境好了，群众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都提
升了。

“村庄美不美，首先看房屋。”黄淮学院
建筑工程学院老师赵辉说。这次规划设计
师下乡，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挖掘当地
传统文化和特色元素，引导塑造中原特色
乡村建设，提出村民住房改造方案，营造浓
郁的乡土气息。

中原农村住房到底是什么特色？这也
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赵辉说，中原地区
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悠久的历史文化形
成了南北兼容的民居特色。很多村庄都有
数百年的历史，村庄道路、房屋布局等包含
厚重的文化和历史底蕴。规划设计师下
乡，就要尊重传统，将村庄的文化和历史展
现出来，建成独具特色的村庄。对此，省自
然资源厅专门作出要求：豫南、豫西、豫北
山地丘陵地域要展现山乡风貌，黄淮海平
原、南阳盆地要展现农耕美景，沿淮地区的
乡村展现河乡韵味。

省委农村政策研究室农村处处长王
民选说，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村庄生存和
发展的基石，因此，规划设计师下乡，必
须统筹谋划污水、厕所、垃圾处理等问
题，改变农民的生活习惯，形成文明健康
的生活方式。

中原乡村振兴的大幕已经拉开，广大
乡村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农民将迎来更
美好的明天。③5

本报讯（记者 王映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晓静 通
讯员 王为峰）我省“一带一路”建设再添出海新通道。7月
18日，日照港台前石化能源物流园举行揭牌仪式，台前县
与日照港正式启动口岸综合服务平台建设——日照港港口
业务向内陆地区推进 500余公里，石化大宗原料进出口贸
易和国际易货贸易的通关报关均可在台前县进行，台前县
将晋升“无水港”行列。

“台前是河南省距离日照港最近的一个县，区位优势、
资源优势明显。”据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国田介
绍，京九铁路与瓦日铁路在台前县交会，契合了日照港在瓦
日铁路沿线建设“无水港”的布局；濮阳65平方公里新型石
油化工基地、东明石化基地、鲁西化工基地等坐落于台前县
周边80公里范围内，“无水港”建设能为近千家石化企业提
供“门对门”“一体化”“供应链”式仓储物流服务。

日照港台前石化能源物流园由桂东电力恒润石化公司
与日照港油品码头公司、中石化化工销售华北分公司合作，
规划以大宗化工原料为重点，以公铁海联运、区港联动为特
色，开展多式联运、供应链金融、信息交流、电子商务、仓储
物流、现货交易等增值服务。该物流园建成后，台前县周边
石化企业进口原料时，可通过铁海联运到达“无水港”通关
中转或保税加工，大幅度降低成本；浙江、广东、福建等沿海
地区的大型炼化企业的资源可通过海运到达日照港，经港
口铁路运输到台前县中转配送。

台前县委书记常奇民表示，该县将按照依托大交通发
展大物流的思路，规划建设石化能源仓储物流基地、精细化
工产业基地、区域石化产品现货交易中心，把台前打造成为
日照港辐射豫东北地区最便捷的出海口。③5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7 月 18 日，记者从“龙腾太
行——中国美协河山画会红旗渠写生创作展”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由省委宣传部、中国美协河山画会、省文联、省
书画院等单位共同主办的“龙腾太行——中国美协河山
画会红旗渠写生创作展”，将于 8月 16日在升达艺术馆开
幕。届时，来自中国美协河山画会的 40位画家描绘壮美
红旗渠的 40幅佳作，将组合成长卷展出，展现红旗渠精神
新时代风貌。

去年7月以来，在中国国家画院国画院副院长、中国美
协河山画会会长李宝林的带领下，40名画家先后三次到红
旗渠写生。8月 16日，将在升达艺术馆展览展出的40幅八
尺整纸画作，均为画家们在太行深处、红旗渠畔采风写生的
结晶。③9

中国美协河山画会
红旗渠写生创作展8月举行

本报讯（记者 宋敏 通讯员 林莉 程硕）7月 18日，记
者从河南机场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郑州机场累计完成旅
客吞吐量1420.9万人次，同比增长6.4%；其中，国际地区客
运量 87.3 万人次，同比增长 1.2%；客运量稳居全国第 12
位，继续保持稳定发展态势。

今年以来，河南机场集团持续加大航线开辟力度，完善
客运航线网络布局。国际方面，新开郑州至柬埔寨西哈努
克港、缅甸曼德勒、马来西亚吉隆坡、俄罗斯莫斯科、菲律宾
卡利博、英国伦敦（代码共享至卢森堡）等 6条国际定期客
运航线，加密郑州至曼谷、普吉、首尔等亚洲地区热点航
线。国内方面，新开郑州至巴彦淖尔、格尔木等8条客运航
线，加密郑州至广州、深圳、乌鲁木齐、厦门等主干航线。

截至目前，在郑州机场运营的客运航空公司共 56家
（国际地区21家），开通客运航线205条（国际地区25条），
通航城市达110个（国际地区22个）。③8

前六个月郑州机场

旅客吞吐量同比增长6.4%

日照港与台前县共建“无水港”

“一带一路”海铁联运添新军

□本报记者 徐东坡 郭海方
本报通讯员 赵明奇

“拉不完的赊家店，填不满的北舞渡”，
这句至今仍为当地不少百姓熟知的谚语，道
出了舞阳县北舞渡这座中州古镇曾经的辉
煌。明清时期，凭借沙河四季通航的便利，
这里一度成为豫中著名的码头和货物集散
地。如今，随着我省沙颍河航运工程的推
进，北舞渡再次燃起通江达海的航运之梦。

7月 15日，站在北舞渡沙河大桥附近
的河堤望去，沙河水缓缓流淌，碧波荡漾。
河面上，一座新桥正在修建，靠近南岸的几
座桥墩已经建好，工人正在河中央围堰打
桩，修建主跨桥墩。

“这是正在修建的新北舞渡沙河大桥，也
是沙河漯河至平顶山航运开发项目的节点性
工程。”大桥施工方江西交建工程集团项目经
理乔有钢介绍，要满足未来沙河上500吨级

货船的通行，老桥的高度和单跨跨径都不
够。为此，新修的大桥共设计10跨，中间两
跨每跨宽度50米，高度达13米，水面净高超
过7米，可以保证货船过桥时畅行无阻。按
照计划，目前正在修建的西半幅今年11月可
建成通车，东半幅明年4月建成通车。

在舞阳县境内，沙河通航的控制性工程
还包括两个船闸，分别为章化镇军李船闸及
太尉镇马湾船闸。记者在马湾船闸项目工

地看到，深达几十米的建设基坑内，船务进
口钢筋网和闸室垫层浇筑已经完成，工人正
在进行闸室基础浇筑和船务出口的土方开
挖。

“工程总投资约 1.4亿元，预计明年 10
月建成投用，最大通过船舶为 500 吨级。
货船行到这里时，蓄水 4个小时后可通过。
船闸具有码头功能，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服
务区，货船可以暂时停靠。”马湾船闸项目
部副经理李强说。

控制性工程为沙河漯河至平顶山航运开
发项目的一期工程，接下来，还要实施二期工
程，包括河道疏通等，以满足货船通行要求。

从北舞渡大桥出发，沿河向上游行约3
公里处，是舞阳境内沙颍河航运工程的核
心区域——舞阳港区。舞阳县交通局海事
处主任宋三阳介绍，规划中的舞阳港区占
地面积约 215亩，包括作业区、堆场、仓储
区、办公区等，将建设4个 500吨级泊位，设
计通过能力为89万吨/年。不久，北舞渡镇
有望再现曾经的繁忙景象。

沙河为沙颍河支流，与颍河一起在周
口境内交汇形成沙颍河，向东汇入淮河。

由于下游兴修拦河闸等原因，到 1975 年，
我省境内沙颍河全线断航。近年来，我省
大力推进沙颍河航运工程，目前，沙颍河周
口以下已实现常年通航。

“相比陆地运输，水运的成本可减少一
半以上。沙河复航是北舞渡几代人的梦
想，历史上，北舞渡便是有名的水运名镇，
沙河复航后，北舞渡有望再现辉煌，成为内
河航运的重要节点。”舞阳县副县长张炜扬
感慨地说，沙河复航后，货船自平顶山出
发，沿沙河而下，可东至连云港，南入长江
至武汉港、重庆港等内河港。我省丰富的
煤、矿石、钢材及农副产品能通过水运通江
达海，输送至长三角等地区，同时也可运回
沿海的建材等资源。我省公、铁、水的立体
交通运输体系将因此更加完善，交通优势
更加凸显。

“河南经济发展迅速，水运带来的商机
无限。”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生产部主任江
舜亮说，该集团已来河南作了市场考察，并
积极与舞阳县海事部门开展合作，双方已
在生产调度、财会等专业人员培训方面取
得进展。③5

通江达海 北舞渡筑新梦

许昌护城河畔，荷花绽放，扮靓城市（7月 16日摄）。
许昌素有“莲城”美称，每逢夏季，荷花争相开放，一幅“映日
荷花别样红”的夏日美景呈现于市民眼前。⑨6 本报记
者 聂冬晗 摄

7月 18日，在驻马店市确山县留庄稻田公园里，别致的稻田画让人眼前一亮。留庄镇围绕乡村振兴，着力推进现代休闲观光农业，在3万亩优质富硒水
稻田上“精雕细琢”，成功打造出独具特色的国家3A级旅游景区——留庄稻田公园，吸引了大批游人。⑨6 李璞 摄

稻
田
公
园

河南学习平台推荐

基层亮点连连看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7月18日，郑州海关发布消息：今
年上半年，我省进出口总值2103.3亿元，比去年同期微降。
其中，出口1438.3亿元，增长3.3%。6月份我省进出口值为
363.4亿元，增长2.1%，月度进出口连续5个月保持增长。

从郑州海关提供的数据来看，上半年我省一般贸易占
比提升且保持较高增速，一般贸易进出口924.9亿元，增长
8.3%，占同期我省外贸总值的44%；同时，随着全省营商环
境和贸易便利化水平的稳步提升，上半年有进出口实绩的
企业为7034家，同比增加了12.9%；另外，全省民营企业进
出口759.4亿元，同比增长15.4%，增幅相对较大。

值得关注的是，我省出口市场多元化布局进一步拓宽，
东盟首次超越欧盟成为我省第二大贸易伙伴，对“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进出口保持稳定增长。上半年，我省对美国进
出口 481亿元，下降 1.1%；对东盟进出口 268.7亿元，增长
18.6%；对欧盟进出口240.6亿元，下降14.4%。同期，我省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493.1亿元，增长7.4%，对拉
丁美洲和非洲等新兴市场分别增长12.3%和 26.1%。③9

上半年外贸成绩单出炉

民企进出口同比增长 1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