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高长岭

河湖管理保护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上下游、左
右岸、不同行政区域和行业，这就要求在“河长”领导下，各
地各部门携起手来，共同发力，综合治理。去年12月份，最
高人民检察院、水利部联合在黄河流域开展“携手清四乱保
护母亲河”专项行动，发起“郑州宣言”。我省多个部门建立
联动机制，唱响黄河生态保护的大合唱。如今，黄河“清四
乱”效果如何？记者对此进行了走访。

逾九成问题得到解决

今年 3月，随着铲车轰鸣，在郑州市惠济区黄河大堤
内，曾经热闹的违建项目“法莉兰童话王国”变为废墟，一辆
辆渣土运输车把建筑垃圾清运出滩区。

“法莉兰童话王国”项目在未经任何审批的情况下，占
滩地 400 余亩，其中 38 亩建设停车场，砖混建筑物面积
2640平方米。郑州黄河河务局、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等部门多次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但由于缺乏强制执行措施，

“法莉兰童话王国”依然建成并“试营业”。
到6月底，该违建项目全部拆除，垃圾清理完毕，并植树

3000多棵，播撒草籽70多亩。这片滩地如今已绿草如茵。
“由于黄河滩区面积大，乱占、乱采、乱堆、乱建等‘四

乱’现象比较突出。经过认真梳理排查，发现266个问题。”
省河长办主任、省水利厅厅长孙运锋说，截至8月 20日，已
销号 252个，销号率 94.7%，黄河“四乱”问题得到初步整
治，黄河生态面貌得到保护和改善。

检察官助力生态保护

“如果没有检察机关积极介入，一些案件不可能这么快
得到处理。”郑州市水利局河长工作处处长岳克宏说。

早在去年 7月，水利部就在全国部署河湖“清四乱”工
作，而黄河“四乱”问题一直困扰着沿黄地区党委、政府和黄
河管理部门。

“检察机关要当好党委、政府的法治助手，用法治思维、
法治方式、法治手段帮助解决仅凭行政手段难以解决的难
题。”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顾雪飞说。

省检察院、省河长办、河南黄河河务局联合制定了河南
省“携手清四乱保护母亲河”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检察机关
将充分发挥公益诉讼的检察功能，保护黄河生态。

这一创新举措得到了上级机关高度肯定。去年 12月
7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水利部统一领导，黄河水利委员
会与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在郑州共同发起“携手清四乱保护
母亲河”专项行动。

我省创新建立了“河长+检察长”模式，探索出河湖管
护新路径，设立了省检察院驻河长办联络室，(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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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凌）8月 27日 8
时 50分，一架经郑州新郑综合保税
区海关申报、装载着约 20吨跨境电
商包裹的顺丰货机，从郑州机场起
飞去往马来西亚吉隆坡。这标志着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新开辟
的郑州—吉隆坡跨境电商专线货运
包机首航成功。

据悉，该航班去程的出口跨境
电商货物主要是在东南亚两大电商
平台 Shoppe 和 Lazada 售卖的小
包，返程进口货物主要是社群跨境

电商团购的东南亚水果、海鲜等产
品。该航线往返班期计划为每周三
班，由 B757-200F 型全货机执飞，
预 计 每 年 可 为 郑 州 机 场 带 来 近
8000吨的货邮吞吐量。

郑州航空港实验区相关负责人
表示，郑州—吉隆坡跨境电商专线的
开通，填补了郑州跨境电商出口东南
亚货运航线的空白，增加了郑州到东
南亚的网上和空中“丝绸之路”。未
来相关业务理顺之后，还将增加郑州
至印尼、泰国的包机线路。③8

郑州—吉隆坡跨境电商货运包机首航
新闻1+1

本报讯（记者 尹江勇 实习生 周
玉琴）“感谢河南给我们带来了这么
好的品种和种植管理技术，让我们的
合作农户收入增加了 30%。”8月 26
日，记者在河南科技学院看到一封来
自吉尔吉斯斯坦的信，落款为阿优集
团贾拉拉巴德州棉花加工厂负责人
买兰别克。

记者了解到，吉尔吉斯斯坦目前
已大量种植了来自河南的玉米、棉花
等良种农作物，平均增产 40%以上，
受到了当地农民、企业的广泛好评。

吉尔吉斯斯坦土地资源和光热
资源充足，是传统的棉花、玉米种植
区，但品种老化、管理粗放，产量低
下，迫切需要引进现代种业技术。

河南棉花、玉米产量居全国前
列，种植技术和品种优势明显，但受
环境资源限制，育种成果难以进一步
扩大效益。

一边迫切要“引进来”，一边急着
要“走出去”。

2016年，河南科技学院承担了省
重大科技专项“面向中亚五国的棉花

玉米现代种业技术示范与产业化”，
积极促进河南农业融入“一带一路”。

以吉尔吉斯斯坦为试点，河南科
技学院先后选育“百棉”“中棉”系列棉
花品种和“百玉”系列玉米品种17个，
并最终筛选出了8个适宜在当地规模
化制种的耐旱、耐盐碱、高产优质品
种。经过种植试验及示范，使当地玉
米增产44.4%，棉花增产42.85%。

带来效益的同时，两地合作也逐
渐向深处拓展。“我们与当地联合建
立了农牧业科技示范中心和农作物育
种基地，构建起种子营销推广体系，并
设立研发中心，起草制定10项地方标
准，申请发明专利 6 件。”项目主持
人、河南科技学院王清连教授说。

“采取公司+农场主模式，建立棉
花玉米千亩联繁制种样板田，通过示
范带动，与当地农场企业建立联繁种
子生产基地 2700余公顷，使当地玉
米、棉花制种产量比 3年前平均水平
提高 35%以上。”参与项目的河南百
农种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焦涛如介绍。

吉尔吉斯斯坦经济部副部长埃

利达尔·阿利舍罗夫表示，中国农业
技术不仅为吉国经济注入了强劲动
力，也带动了农业技术的进步，改善
了当地民生。

随着吉尔吉斯斯坦试点的成功，
河南良种逐步走进哈萨克斯坦、塔吉
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

在更为广袤的中亚土地上结出硕
果。该项目已累计在中亚推广种植
了360万亩棉花和430万亩玉米。

省科技厅副厅长夏培臣表示，该
重大专项的实施，使“河南农业”在中
亚国家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显著提升，
有力助推了“一带一路”建设。③5

□丁新科

黄河安澜，国泰民安。本月初，一

条“黄河为何 20 年未断流”的消

息引起广泛关注。在国新办庆

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河南专场

新闻发布会上，省委主要领导关

于黄河生态带建设的论述再次

让人聚焦黄河。涵水源、兴水

利、治水患，变过度索取为科学

调配，20 年间，黄河恢复奔腾不止的气

势，流域生态功能逐步恢复，为沿线生态

建设打下坚实基础，更彰显着“治理黄

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深刻启示。

毋庸讳言，当前，黄河流域生态环

境仍然十分脆弱，仍需要筑牢绿色环保

理念，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

进大治理。民权林场三代人接

力造林护林，三门峡市民义务巡

逻 保 护 白 天 鹅 已 成 为 一 种 自

觉……在黄河流域内践行绿色

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巩固建设成

果，丰富提升生态功能，实施“四

水同治”，人人参与，个个出力，黄河母

亲河就会肌体更健康，容颜更美丽，更

好地造福人民。2

本报讯（记者 刘勰）8 月 27日，全
省政法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研讨班
在郑州开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中央部署和
省委要求，持续深化大学习大培训大研
讨，以理论武装提升政治素养、思想境
界和实践能力，促进我省政法工作不断
开创新局面。

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喻红秋出
席开班式并作动员讲话。

喻红秋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推动政法
工作沿着正确方向砥砺前行。要坚持

党的绝对领导，持之以恒把党的领导贯
彻落实到政法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总体国家
安全观，坚决履行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
稳定的首要政治责任；坚持公平正义价
值追求，坚决维护社会主义法治权威；
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有力保障。

喻红秋要求，要准确把握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新时代政法工作的战略部署，
加快构筑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铜墙铁
壁，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加快推进
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下转第二版）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会将于 2019年 9月 8日至 16

日在郑州市举行。经国务院同意，

郑州市部分区域（中原区、二七区、金

水区、管城区、惠济区、郑东新区、郑

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郑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内中央驻郑、省直和郑

州市的机关、事业单位（包括学校）和

社会团体安排调休，8月 31日（星期

六）和 9月 21日（星期六）正常上班，9

月9日（星期一）和9月16日（星期一）

调休放假。证券、期货交易机构正常

运行，不作调休。企业和其他单位可

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安排。

调休期间，各有关部门和单位

要认真做好值班值守、安全生产、

安保维稳、卫生防疫等各项工作，

确保社会生产生活正常进行。

特此通告。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9年8月27日

本报讯（记者 何可 通讯员 孙
新宇）“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的
奖牌和奖杯，是我们合作设计的。”8
月 26 日，郑州西亚斯学院艺术设计
学院的陶宗晓副教授、吴志坚副教授
向记者展示寄自组委会的两份设计
方案被采用的荣誉证书。

奖杯《龙凤书卷》，灵动而不失庄
重。奖杯上端外观基于会徽核心图
形“龙凤”，具有较高的辨识度。龙凤
组成“11”图案，呈相依相伴腾飞之
势，中间升腾古老的祥云图案，彰显
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活力。奖杯底
座由三级台阶组成，寓意“三个离不
开”（汉族离不开各少数民族，各少数
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
互相离不开）思想和步步高的美好祝
福，激励运动员奋力拼搏。

奖牌《民族同心》直径为 70 毫
米，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
年；厚为 5.6 毫米，代表 56 个民族。
奖牌正面为会徽图形，背面为祥云怀
抱的吉祥物“中中”。奖牌挂钩由会
徽中两朵“祥云”构成的合掌、拱手动
作，代表中原大地对来自全国各地各
族同胞的尊重。奖牌波浪纹外形源
自黄河，又似各族儿女手拉手、肩并
肩围成的花朵形态，内外波浪圆形为
同心圆，象征 56 个民族像石榴籽一
样紧紧抱在一起。

“能够运用专业技术为在家乡举
办的全国民族运动会作贡献，展示中
原历史文化的厚重和河南人民的热
情好客，我们感到很自豪。”陶宗晓和
吴志坚说。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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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母亲河容颜更美丽

全省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

强化政治意识 砥砺初心使命
进一步提升新时代政法工作能力水平

全国民族运动会
奖牌奖杯“出炉”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期间郑州市部分区域调休的通告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开幕还有11天

距离

迎民族盛会 庆70华诞

本报讯（记者 杨晓东 张建新 成
利军 郭戈 陈学桦 河南报业全媒体
记者 李修乐 秦川 成安林）70 年风
雨兼程，70年砥砺出彩。8月 26日国
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举行的庆祝新
中国成立 70周年河南专场新闻发布
会，充分展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原儿女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
下，认真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

“四个着力”，打好“四张牌”，让中原更
加出彩的新实践新变化新成就新风
貌，在全省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事实证明，要想更加出彩，必须
紧跟伟大时代，不断探索有自身特点
的路子，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发
展。”驻马店市委书记陈星表示，作为农
业大市、人口大市，驻马店连续22年举
办中国农产品加工投洽会，最大的成
果就是促成了中国（驻马店）国际农产
品加工产业园的落户。陈星说，省委
主要领导在发布会上对中国（驻马店）
国际农产品加工产业园的推介让人深
受鼓舞、倍感振奋。目前，产业园已完
成整体规划和产业规划，园区内“三纵
六横”道路网已建成90多公里，水电气

暖、通信等设施基本到位，具备了集群
式承接产业转移的条件。未来，产业
园将按照“全国一流、世界领先”的定
位，在“三链同构”上探索新路、引领示
范。“投洽会”和产业园这两大平台，将
比翼齐飞、竞相发力，成为推动驻马店
经济高质量跨越发展的“双引擎”。

“倍感激动，备受鼓舞，倍增干
劲”，谈起中原大地的新发展、新变化、
新成就，宝丰县委书记、县长许红兵连
用 3个词表达了内心的强烈感受。作
为一名在基层成长起来的领导干部，
他见证了基层干群用开放的理念、改

革的办法破解“三农”难题，推动农业强
起来、农村美起来、农民富起来的生动
实践。近年来，着眼于中原更加出彩，
宝丰县坚持城乡贯通、融合发展，稳步
推进城乡公交、环卫、生态、道路、燃气、
安全饮水等“六个一体化”建设，努力使
城乡发展实现同频共振。“近期，我们又
着眼于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
的区域经济布局，筹划组建‘宝丰县乡
村振兴联合体’，资源共享，抱团发展，
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振兴路子，
为中原更加出彩贡献力量。”许红兵说。

（下转第五版）

牢记殷殷嘱托 建设出彩中原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河南专场新闻发布会在全省引发热烈反响

从试点改革迈向依法改革
——写在新土地管理法及房地产管理法诞生之际

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

就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评选颁授工作答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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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平均增产四成以上 推广面积近800万亩

河南良种添彩“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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