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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栾姗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
讲话，为河南今后发展指明了方
向、提供了遵循。”9月 21日，省发
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何雄接受
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全省发展改
革系统要牢记总书记嘱托，抓住促
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机遇，在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上奋勇争先。

何雄说，当前经济发展环境错
综复杂、下行压力持续加大，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我们做好经
济工作提供了最强劲的动力支
持。我们要重点在六个方面奋勇
争先。一是挺起制造业脊梁。大
力发展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加快
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新兴产
业培育发展，积极承接东部新兴产
业转移，打造一批国际国内领先的
先进制造业集群。二是激活创新
动力。组织开展“卡脖子”关键技
术攻关，争取更多国家级创新战略
平台在我省布局，积极争创国家全
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加强知识产权
保护，加快建设创新型省份。三是
厚植基础优势。加快推进米字形
高速铁路网、清洁能源入豫通道、
十大水利工程、5G 等重大基础工

程建设，全面强化交通、能源、信
息、水利基础网络。四是以人为核
心推进新型城镇化。完善中原城
市群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抓好郑
州国家中心城市和洛阳中原城市
群副中心城市建设，促进四个协同
区融入周边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
动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高质量
发展。五是强化开放引领。全面
提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质量，大
力推进“五区”联动、“四路”协同，
持续深化重点领域开放合作，加大
招商引资力度，引进一批新兴产业
龙头企业和重大项目。六是优化
营商环境。深入推进“放管服”改
革，持续推进营商环境评价整改，
切实解决企业反映强烈的痛点难
点堵点问题，形成市场化、法治化、
便利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近年来，河南经济发展取得显
著成效，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何
雄表示，只要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河南重要讲话精神为动力和
指引，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部署安
排，勇于担当、奋发进取，就一定能
在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上，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
出彩的绚丽篇章。③6

□本报记者 赵力文 田宜龙

滚滚黄河冲出小浪底峡谷，就进
入了河洛地区。在这片黄河及其支
流洛河流淌过的冲积平原，原始农业
率先发展，哺育了华夏早期文明。

河出图、洛出书，伏羲画八卦、大
禹分九州等神话传说，蕴含着久远而
神秘的文明密码。在这里，夏商周

“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诞生
了“最早的中国”。沿着洛河，在洛阳
盆地东西不超过40公里范围内，考古
发现了二里头夏都、偃师商城、周王
城、汉魏洛阳城、隋唐洛阳城等5座都
城遗址。

因水秀而文兴，河洛文化灿烂辉
煌。近年来，历史文化悠久的河洛地
区，经历着从治水到亲水乐水的嬗
变，正着力描绘美丽生态的新画卷。

万里黄河孟津蓝
百年大堤成绿带

9 月 16 日，记者来到黄河孟津
段。

河面浩瀚，两岸植被茂盛，不时
有鹭鸟飞过。令人诧异的是，这段黄
河竟是清澈的，那条浊浪滚滚的泥水
河，在这里变成了碧波荡漾的清水
河。

“自从小浪底水利枢纽建成使用
后，小浪底大坝上下游几十公里河
段，也就是济源、孟津、偃师段的黄河
大多数时间都是清的。”豫西黄河河
务局工作人员贺振华解释，这是小浪
底水库、西霞院水库蓄水，加上以砂
卵石为主的河滩共同作用的结果，除
了每年调水调沙时期，这段黄河一直
都是“清河”。

更为神奇的是，孟津段黄河时不
时呈现出蓝色，恰似湛蓝的大海，当
地人自豪地称之为“万里黄河孟津
蓝”。

不仅黄河变清变蓝，古老的黄河
大堤也从去年开始悄然变化。

从 1873 年修建民埝工程至今，
孟津黄河大堤已屹立 100多年，它既
是沿岸群众的生命保障线，也是防汛
抢险的交通线。经过多方呼吁和各
级不懈努力，孟津黄河 7.6 公里堤顶

道路于 2018 年全部实现了路面硬
化。2019年 4月，孟津县再次倡议实
施黄河绿道建设，打造独具特色的黄
河绿色骑行道路，并将孟津黄河大堤
5.6公里堤段纳入其中。

记者看到，如今大堤上的道路成
了美丽的景观道，加铺了彩色沥青，
路两侧种植黄杨、金叶女贞、红叶石
楠等绿植，背河堤坡还分段种植了鲜
花、草皮，同时在沿途安装了音响和
监控系统等。

至此，孟津黄河大堤告别了雨雪
时的泥泞、晴朗时的尘土，成为黄河
岸边一道美丽的生态景观线。在绿
道上休闲遛弯，欣赏变清的黄河，也
成了附近居民享受生活的方式。

白鹤镇的居民赵东坡一家三口，
沿着绿道，来到名叫“孟津黄河驿站”
的文化亭，看看廊柱上题写的黄河文
化诗句，其乐融融。赵东坡说，大堤
变了样，又干净又漂亮，大家伙儿没
事儿都愿意过来玩，有了更多幸福
感。

不远处，有一处风景秀美的小公
园，门口矗立着一块巨型黄河石，高
高铁塔耸立园中。原来此处为旧孟
津——过去传统认定的黄河中下游
分界处。塔座四周雕刻了伏羲画卦、
大禹治水、诸侯会盟、浪底飞瀑等图
景，展示博大厚重的黄河历史文化。

百里伊洛“镶”绿廊
春花秋彩到黄河

不仅仅黄河，洛河、伊河等黄河
支流也发生着这样的变化。

作为黄河三门峡段以下最大支
流，洛河在夏季暴雨期，历史上曾发
生过严重的洪涝灾害，甚至引起黄河
洪峰。但随着故县水库、陆浑水库等
水利枢纽兴建使用，昔日的水害一去
不复返。

自上世纪 90年代，洛浦公园、伊
滨公园等滨河游园兴建，拉开了当地

居民亲水乐水的序幕。近年来，洛阳
市实施“四河同治、三渠联动”工程，
实施截污治污、引水补源、河道整治、
沿河棚改、路网完善、游园建设，在洛
河、伊河等河畔不断延伸建设生态廊
道。洛河在现有洛浦公园基础上，继
续向上下游延伸治理，上延宜阳、洛
宁，下达偃师，最终要形成百公里的
生态长廊。同样，伊河在伊滨公园的
基础上，也继续向上下游延伸，构建
另一条百公里的生态廊道。

“生态廊道不仅是一条骑行道、
慢行道，更是防护安全带、生态保护
带、滨水景观带、旅游休闲带。”洛阳
市水利局党组成员张洪恩表示，通过
建设生态廊道，当地全力打造河畅、
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环境。

眼下，治理工程持续推进。
在洛河洛阳市区西段生态治理

工程工地上，记者看到了正在施工的
桥梁、引水河道，除了栽种的绿植，岸
边还有大片的杂草。

“要让这些杂草自然生长，保持
原生态。”张洪恩说，现在绿化，也不
再忽视杂草和土生树木，能利用的就
利用上。这些年水利工程建设的思
路也变了，要让河流自然流淌，河岸
自然呼吸，河滩自然消落，从而维持
河流的健康生命。

洛河洛宁段生态洛河治理三期
项目也在近期开工，治理河道总长17
公里，明年年底完工后，将与已建成
的滨河公园连为一体，形成集水源涵
养、水质净化、湿地公园于一体的生
态长廊。洛河宜阳西段生态治理项
目建设接近尾声，景观绿化已完成，
共栽植悬铃木、大叶女贞、雪松、银
杏、垂柳、红枫等各类乔木10万多株，
形成了全长36.5公里生态廊道。

可以想象，在不久的将来，当这
些廊道无缝对接后，漫步洛河两岸百
公里的绿廊，可以感受春花、夏荫、秋
彩、冬鸟，这些都将成为亮丽的生态
名片。

沼泽连片水禽飞
河洛之畔“明珠”多

从忽视到重视，一片片湿地，因
其生态效应，日益被视为“生态明
珠”。

在黄河洛阳段，沿河分布着两大
片湿地：孟津黄河湿地、吉利黄河湿
地。这些地方曾经遭受人为侵占，开
鱼塘、搞养殖、采砂石、私搭乱建等活
动猖獗。近年来，当地政府组织进行
了大规模清理，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行
为，恢复湿地生态。

在吉利黄河湿地，全面整治保护
区内50个人类活动点，依法取缔9家
大型采石采砂企业并清运砂石 120
万立方米，拆除各类建筑物约42万平
方米。记者看到，曾经的砂石料场拆
除后，改成了监测点，茅屋、篱笆、竹
林，与自然融为和谐一体。

整治后，吉利黄河湿地实施生态
修复。今年，一期工程完工，通过供
水工程建设、淤灌渠修复改造、疏通
河道、修筑湖中岛、退耕还湿、退养还
滩、栽种绿植，这里形成了水系成线、
沼泽连片、水禽群飞的湿地滩涂景
观。

吉利湿地管理中心党支部书记
张少锋说，为了让更多人认识湿地、
爱护湿地，我们还建设了白鹤洲科普
教育基地，目前已完成景观石设置、
木栈道铺设、植被种植、鸟类科普长
廊建设等工作，形成了林、水、苇一体
化、物种丰富的湿地自然景观。

在孟津黄河湿地，通过开展一系
列生态保护工作，湿地资源得到有效
保护，来栖息的候鸟数量和种类明显
增加。今年 5月，北京林业大学把该
校在黄河干流上的首个湿地生态科
研基地落户于此。

湿地生态修复在黄河各支流的
综合治理中，也得到了重视。在洛浦
湿地、伊河湿地，两岸绿植环绕，大批
禽鸟水中嬉戏。

飞翔的精灵，让风景灵动，黄河
及其支流逐渐健全的生态体系，也让
更多人体验到可贵的生态之美。

黄河正逐步成为造福人民的幸
福河。③9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郑伟伟）“连日来，我们组织
乡村干部、党员群众认真学习了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精神，全乡上下深受鼓舞，
士气振奋。”9月20日，沁阳市常平乡党
委书记张彬说，大家纷纷表示，要把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化为推动乡村振
兴和高质量发展的巨大动力，务实重
干，服务群众，让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

作为沁阳市唯一的全山区乡，常
平乡围绕“山”念好产业致富经，发展
了皂刺和艾草特色种植、太阳能光伏
发电、民俗旅游等产业。该乡依托丹
河峡谷景区，大力发展韭花、山楂、连
翘、冬凌草、菊花等土特产品销售，带
动贫困群众增收。

3年来，全乡实施了10个产业扶贫
项目，已有486户贫困户1830人脱贫，
贫困村的基础设施得到了极大改善。
2019年，全乡计划5个村退出贫困村序
列，145户贫困户430人实现脱贫。

“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打造‘小菜
园+山货特产+家禽养殖’特色产业，发
展提升山水观光、古村落保护等乡村
旅游业，实现村村通油路、村村有形
象、村村有产业、村村有收入。”张彬信
心满满地说。③9

本报讯（记者 张海涛 成利
军）“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家的干
劲更足了。”9 月 22 日，济源坡头
镇泰山村党支部书记王法林对记
者说。

泰山村地处黄河岸边，正在发
展旅游业，整修一新的黄河古渡口
已成为泰山村的新景观。

泰山村是坡头镇谋求绿色发
展的缩影。坡头镇紧挨黄河，近年
来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坚持生态强镇，大力发
展休闲农业、康养旅游产业。

坡头镇党委书记毕强说：“全
镇党员干部今后将务实重干、全
力以赴，坚持绿色发展，走好高质
量发展之路，实现乡村振兴的同
时也为母亲河打造牢固生态屏
障。”

坡头镇因地制宜，已打造出万
亩优质薄皮核桃基地。目前，康养
小镇、坡头大院美食街、清涧水韵
等观光休闲农业项目建设正加快
推进，在黄河之畔勾勒着绿色发展
新路径。③8

让沿黄群众亲水乐水 抓住机遇奋勇争先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访省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何雄

走稳产业致富路

绿色发展 守护母亲河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
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习近平总
书记在新县考察时强调，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
员、干部要多学党史、新中国史，自
觉接受红色传统教育，常学常新，
不断感悟，巩固和升华理想信念。
新县纪委常委、县监委委员吴昌斌
对此深有感触。

9 月 20 日，吴昌斌向记者介
绍，1931年 5月，中共鄂豫皖中央
分局在新集成立，随后很快就成立
了鄂豫皖苏区党的监察委员会和
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可见我们
党对从严治党工作的高度重视。

吴焕先“红薯地里埋银元”、刘邓大
军留下“借粮条”、红廉楷模刘名榜
一生清廉为人民等故事广为传
诵。新县的红色廉政文化一脉相
承、深入人心。

吴昌斌表示，作为一名生长在
大别山革命老区的新时期纪监干
部，要自觉传承红色基因，以红廉文
化润初心。在日常工作中，要牢记
总书记嘱托，坚持讲好发生在鄂豫
皖苏区首府这片红色土地上的红廉
故事，教育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
记初心使命，保持清廉本色，积极干
事创业，努力为老区人民创造更加
美好、更加幸福的生活。③8

本报讯（记者 李林）9 月 20
日，郑州市郑东新区党工委组织学
习传达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河
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郑东新区
党员干部表示，要立足实际、扬长
避短、抢抓机遇、找准发力点，以数
字经济助推制造业升级，用优异的
成绩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2019 年上半年，郑东新区各
项经济指标均实现了 10%以上的
稳定增长。尤为值得关注的是，郑
东新区正在打造一个数字经济时
代的“世界级未来工厂”。该区抢
抓智慧岛国家大数据（河南）综合
试验区核心区建设的机遇，围绕

“2020年实现大数据产业产值500
亿元”的目标，确立“一岛一环两园
一带多点”空间发展格局，仅用 1
年时间就吸引华为、浪潮等 60家
大数据龙头企业落户智慧岛，辖区
大数据及相关科技企业总数突破
3200家，产业规模近200亿元。

郑东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
会常务副主任牛瑞华说，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要坚定推进产业转型升
级，加强自主创新，发展高端制造、
智能制造，把我国制造业和实体经
济搞上去。郑东新区将继续推动
招商引资和科技创新，进一步优化
营商环境，并邀请专家学者召开制
造业转型升级座谈会，找准产业支
撑发力点，争取把世界上先进的数
字经济研发机构请过来，为本地数
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升级助力，切实
推动经济实现由量大向质强的转
变。③8

本报讯（记者 郭海方）习近平
总书记在考察调研河南时强调，要
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斗
堡垒，把党中央提出的重大任务转
化为基层的具体工作，抓牢、抓实、
抓出成效。对此，荣获 2018 年度
漯河市“过硬好党员”称号的舞阳
县辛安镇刘庄村党支部书记张士
兴深受鼓舞。

近年来，刘庄村紧扣发展抓
党建，抓好党建促脱贫，2015 年
年底就在全县率先实现村级脱
贫，走上乡村振兴之路。“党建不
是虚的，而是实的，必须和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等农村具体工作紧
密结合，走好‘党建+产业+扶贫’
的发展路子。”张士兴说，今后，我
们将继续采取“党建+企业+合作
社+村级组织+扶贫户”的发展模
式，积极发展大棚蔬菜、苗圃和优
质粮种植，开展农产品初加工，建

好扶贫就业创业基地，让群众在家
门口就业上班，并把发展壮大村级
集体经济作为抓基层、强基础的重
要抓手，着力破解村级集体经济增
收难题，促进群众共同富裕，推动
基层组织建设和经济发展互动双
赢。③9

以数字经济助推制造业升级

抓好党建促脱贫

红廉文化 传承润初心
党建不是虚的，而是实
的，必须和脱贫攻坚、乡
村振兴等农村具体工作
紧密结合，走好‘党建+
产业 +扶贫’的发展路
子。

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打造
‘小菜园+山货特产+家禽
养殖’特色产业，发展提
升山水观光、古村落保护
等乡村旅游业，实现村村
通油路、村村有形象、村
村有产业、村村有收入。

郑东新区大
数据及相关
科技企业总
数突破3200
家，产业规模
近200亿元

3200
家

全镇党员干部今后将务
实重干、全力以赴，坚持
绿色发展，走好高质量发
展之路，实现乡村振兴的
同时也为母亲河打造牢
固生态屏障。

经过生态修复，吉利黄河湿地形成了水系成线、沼泽连片的美丽景观。⑨6 杨永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