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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在新中国即将迎来 70 华诞

之际，最大淮河治理工程——出

山店水库下闸蓄水，这是河南水

利建设的一大壮举，凝结着一代

代 中 原 儿 女 的 心 血 、智 慧 与 奉

献，必将载入波澜壮阔的千年治

淮史册。

水运连着国运。兴水利、除

水害，事关人类生存、社会进步，

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大事。《后汉

书·虞诩传》记载：“水运通利，岁

省四千余万。”千百年来，伏波安

澜一直是百姓所盼。然而，自黄

河夺淮以来，“每淮水盛时，西风

激浪，白波如山，淮扬数百里中，

公私惶惶，莫敢安枕者，数百年

矣。”半个多世纪来，出山店水库

历经“两下三上”的波折起伏，如

今，一库出山锁风雨，千里长淮

起平湖，这一宏伟的工程背后，

蕴藏着深刻的历史逻辑。

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

中国，才能创造亘古未有的治水

奇迹。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曾感

叹，河患的永难泯除，实在是“国

家之法使然，彼斗筲之人焉足责

哉！”伟大的党铸就强盛的国，新

中国成立以来，共产党人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带领全国人民创造

了一个又一个发展奇迹，我国水

利工程建设也实现了从跟跑、并

跑到领跑的跨越。三峡工程、南

水北调、临淮岗、小浪底……神州

大地上筑起了一座座治水丰碑。

出山店水库的胜利竣工，为新中

国水利事业又添上了浓墨重彩的

一笔。

只有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才能开辟新时代水利建设

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

利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是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做好新时代水利工作的

根本遵循。河流湿地清澈如镜，沿路沿渠林带如

网；建设“创新之坝、智慧之坝、美丽之坝、生态之

坝”，出山店水库工程是我省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的生动缩影。聚焦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

水灾害“四水同治”，提升水资源配置、水生态修

复、水环境治理、水灾害防治能力，一幅幅水清安

澜、人水和谐生态新画卷正在中原大地次第展开。

只有发扬新时代水利精神，才能锻造经得起

历史检验的优良水利工程。父子“水利世家”工地

标段相连，却忙得顾不上打招呼；领导除了操心更

多，没有半点“特权”；大坝做到了“千年一遇”和

两个“滴水不漏”，名列“2017 有影响力十大水利

工程”榜首……做人“忠诚、干净、担当”，做事“科

学、求实、创新”，新时代水利精神在出山店水库建

设者身上熠熠闪光，为全省各行各业树立了学习

和借鉴的榜样。

盛世安澜、水利兴邦。千里淮河“第一大坝”

巍然矗立，守护着一水碧波、万家灯火，把最美的

歌儿唱给祖国。1

出山记
——跨越60年时空的治淮初心

淮者，中华四渎，天下七河。和黄河一
样，这是一条神奇瑰丽，又充满争议的河。

温顺时，她“佳期如梦”，滋养沿岸万物生
长。“江淮稻粮肥，天下万民足”，占中华版图
不足三十分之一的淮河流域，贡献了全国粮
食产量的近五分之一。由是，淮河儿女自豪
地说“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

暴烈时，她“侵略如火”，带来让人恐惧的
灾难。16世纪至新中国初期的400多年间，
平均一年就有一次水灾。甚至不少年份淮河
两岸洪涝旱灾并存，民间流传一种无奈的说
法：“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

千年以降，伏波安澜的治淮梦想贯穿着
华夏文明史。出山店水库的前世今生，正是
这个梦想的浓缩与具象。

1950年夏，淮河再度肆虐，豫皖境内淹
地 4000 余万亩，受灾群众超过 1300 万人。
看到电报的毛泽东心急如焚，在两个月内四
次批示“治淮”，次年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
好”的号召，拉开了新中国治淮的煌煌大幕。

1951年，饱尝水灾之苦的沿淮人民，如
同火山爆发一样，迸发出无可估量的治淮热
情和积极性，“父子齐上阵，兄弟争报名；妇女
不示弱，夫妻同出征”。为保证工程建设，90
多万工农日夜奔走在数千里的运输线上；汽

车、牛车、独轮车，像蚂蚁搬家一样把治淮物
资从东北、华南运到工地。

到 1957年冬，治淮工程初见成效，全流
域治理大小河道175条，修建水库9座、堤防
4600余公里。在这个艰辛的历程中，“上蓄
中滞下泄”的防洪减灾排涝体系也初步形成，
但其中的关键，是在干流上游建造一座大型
水库，掐住淮河的“七寸”。而这个“七寸”之
地，被历史和伟人的笔触定在了出山店：后是
桐柏丘陵，前为冲积平原；淮河全程落差200
米，从发源地到此处落差就有100米。

一座被历史和人民寄予厚望的大型水利
工程，提上日程。

然而，蓝图“出炉”不易，水库“出山”更
难。在我国水利建设史上，没有哪座水库像
出山店这样“命运多舛”，60年，“两下三上”，
历尽波折。

1959年，出山店水库首度上马，数万民
工赶赴工地，带着铺盖、搭起草棚，准备大干
一场，新中国成立后最艰难的“三年自然灾
害”却来了。“上世纪 50年代初期，苏北开挖
灌溉总渠时，周总理特批了1亿斤大米，保证
每人每天一斤口粮才建成。”出山店水库建设
管理局党支部书记刘吉胜介绍，“到 1960年
前后，国家更加困难，已经无法保障大型工程
的物资供应了。”

这是水利建设人的遗憾，也让当地群众
颇为惋惜。毗邻水库的张湾村居民、今年71
岁的陈广军回忆：“我十来岁时，就听大人讲，

要修大水库咧！十里八村的人一见面就提这
事儿，个个都欢喜得很。但刚修了没多久，停
工了。后来就慢慢没动静了，乡里干部说，让
大伙等着就行了，肯定还要建。”

这一等，就是 12年。1971年，青年陈广
军和村民们一起，见证了出山店水库的二度
上马，却不曾想到这又是一次遗憾。今年89
岁高龄的河南省水利第一工程局原工程师龙
振球，参加水库复建时正值壮年，现在登上新
大坝旁边的北坝顶，他还能准确找到当年自
己作业的位置。“我当时负责做爆破方案，和
工友们在这儿打下了第一根木桩。”他回忆，

“参加淮河治理，大家热情都很高，工地上热
火朝天。但那年夏天发了一场大水，把附近
的铁路都冲毁了，物资运不进来，前期的一些
建设项目也坏了，就又停了。”

1973 年，热闹喧嚣的建设工地重归沉
寂，大水库成为陈广军、龙振球以及更多人的

“念念不忘”：出山店，出山店，何时才能“出
山”啊？

人民不会忘记，党和政府更不会忘记。
2011年 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把出山
店水库重新摆上议事日程；同年7月，国家发
改委批准出山店水库立项建设；2014 年 9
月，《河南省出山店水库工程可行性研究报
告》获国家批复。

此时的中国，在党的十八大精神指引
下，正斗志昂扬地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大道上；（下转第四版）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8 月 12 日，记者从
郑州海关获悉，今年前 7 个月，我省进出口
2514.7 亿 元 ，与 去 年 同 期 相 比（下 同）增 长
1.3%，这也是今年我省外贸进出口总值累计增
速首次由负转正。其中出口 1685.1 亿元，增长
4.6%；进口 829.6 亿元，下降 4.7%。7 月份当
月，我省进出口 410.6 亿元，进出口均保持两
位数的高速增长态势，创今年以来月度进出
口新高。

河南外贸缘何能在前 7 个月实现增速翻
红？

“总的来说是四大因素所致。”郑州海关相
关负责人认为，市场主体数量的增加、出口的更
加多元、外贸结构优化、民营企业进出口拉动等
是主要原因。

从郑州海关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到，随着外
贸稳增长的举措陆续落实，减费降税红利逐步

显现，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前 7个月，我省外贸
企 业 数 量 继 续 增 长 ，有 进 出 口 业 绩 的 企 业
7311 家，较去年同期增加 776 家。同时，我省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 6.6%，对拉
丁美洲和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 16%和 24.1%，
与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速均明显高于全省总
体增速。

另外，今年前7个月，产业链长、增值率较高
的一般贸易进出口 1110亿元，增长 9.9%，占同
期我省外贸进出口总值的44.1%，较去年同期提
升 3.5个百分点，较 2018年和 2017年全年水平
分别提升10.4个百分点和13.6个百分点。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前 7个月，我省民营企
业进出口增速达 16.5%，占比较去年同期提升
4.7个百分点。经测算，民营企业对全省外贸增
速的贡献率为 396%，全省外贸增长 1.3%中有
5.2个百分点是由民营企业拉动的。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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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水后的出山店水库（8月2日摄）。⑨3 王天定 摄

本报讯（记者 栾姗）南阳市西峡县、唐河
县的香菇、竹笋等特色农产品深加工企业为
扩大出口，有意“飞”入南阳卧龙综保区。但
是，县政府担心企业会把税收带走，不愿意放
企业走……

8月 13日，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
统计局、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联合下
发《关于完善“飞地经济”利益分享机制促进
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提出“飞地经济”园区内新上产业项目
达产后10年内缴纳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市
县分成部分，“飞出地”与“飞入地”原则上按
5∶5比例分享。

这份《通知》的出台，不仅解决了县政府
担心税收流失的后顾之忧，也给企业做大出
口规模创造了有利条件，更帮助综保区增加
了进出口总量，可谓一举三得。这是“飞地经
济”利益分享机制带来的好处。

“飞地经济”是指相互独立、经济发展
存在落差的行政地区打破区划限制，通过
跨空间开发实现资源互补、协调发展的一种
区域合作模式。2014 年，“有项目缺地”的
郑州市金水区与“有地缺项目”的新乡市获
嘉县，携手打造我省首个互动型飞地经济产
业示范项目——金水（获嘉）飞地经济项目
区。经过几年的发展，“飞出地”金水区、“飞
入地”获嘉县都很好地解决了土地资源紧
缺、发展空间不足的问题，实现了区域功能
的提升。

在当前土地资源日趋紧张的形势下，“飞
地经济”炙手可热。

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说，经过前期
调研，越来越多县（市、区）需要用一块“超级
飞地”来破解发展的瓶颈，培育出新的经济增
长点。但是，由于缺乏较为稳定的利益分配
机制，没有一个官方指导的税收分成比例，基

层普遍反映“飞地经济”落不了地。
针对上述问题，《通知》明确提出：“飞

地经济”利益分享期原则为 10年。“飞地经
济”园区全部税收收入，包括项目建设、土
地使用等缴纳的税款由“飞入地”税务机关
负责征管，按属地原则就地缴库。既有企
业迁入园区项目投产后 10 年内缴纳的增
值税、企业所得税市县分成部分，前 5 年

“飞出地”与“飞入地”原则上按 6∶4比例分
享，后 5年按 4∶6比例分享。另外，以“股份
合作”模式开展合作的，收益按照双方股本
比例分成。

算清收益账，解了心头结。省宏观经济
研究院院长张长星说，我省推动“飞地经济”
合作双方形成相对稳定的利益分配机制，可
以最大限度地激发双方合作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进而更好承接产业梯度转移，促进我省全
域开放、协调发展。③4

我省完善“飞地经济”利益分享机制

“飞出地”与“飞入地”税收对半分

前7个月外贸总额2514.7亿元

我省进出口增速年内首次翻红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开幕还有25天

距离

迎民族盛会 庆70华诞

·

——写在千里淮河第一坝建成蓄水之际

出山店，信阳市浉河区游河乡

的一个普通小村庄，落在中原大地

47000 多个行政村里，如沧海一

粟。但因一项水利工程，这三个字

将载入史册。

她，是千里淮河上的“第一大

坝”，一出生就承载着伏波安澜的重

任、造福人民的使命；

她，是沿淮亿万群众的“念念不

忘”，凝聚着几代人孜孜不倦的努

力、矢志不渝的追求；

她，是见证共和国强起来的“一

张答卷”，生动注解了何为“办成了

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

历史将铭记这一刻：2019年 5

月 23 日，出山店水库大坝落闸蓄

水，千年治淮史从此揭开崭新篇章。

□本报记者 周岩森 归欣 高长岭

扫码看视频
了解出山店水库
建设“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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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足够信心底气战胜任何困难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