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书记对油茶产业的肯
定，是对我们最大的鼓
舞。我们一定牢记总书
记的嘱托，种好油茶树，
发展好油茶产业，让更多
老区群众过上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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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篇

□本报记者 高长岭

黄河流入郑州境内，就告别了
黄土高原、进入下游，千里黄河堤防
从此起步，河滩变宽、泥沙问题凸
显，大堤高耸、形成悬河景观。黄河
滋润着这个人口大省的省会，郑州
也小心呵护着母亲河，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之路，让黄河母亲生命
长青、永葆生机。

整治河道“四乱”

改革开放以后，郑州经济快速
发展，人口迅速增加。黄河郑州段
滩区面积逐渐增大，加上近年来洪
水得到控制，滩区受洪水威胁减少，
一些人瞄准了滩区，乱占、乱采、乱
堆、乱建等“四乱”现象日益突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治理黄河，
重在保护，要在治理。要坚持山水
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
治理，统筹推进各项工作，加强协同
配合，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今年 3 月起，在郑州市惠济区
黄河大堤内，违建项目“法莉兰童
话王国”被拆除，建筑垃圾被一车
车清运出滩区。该项目未经任何
审批，占滩地 400余亩，建设停车场
面积 38 亩，砖混建筑物 2640 平方
米。郑州市多个部门数次予以行
政 处 罚 ，但 由 于 缺 乏 强 制 执 行 措
施，“法莉兰童话王国”项目依然建
成并“试营业”。

“到 6月底，违建全部拆除，垃圾
清理完毕。如今，原项目内已经恢
复了植被，绿草青青。”9月 20日，郑
州市水利局河长制工作处处长岳克
宏说。

去 年 ，我 省 开 展“ 黄 河‘ 清 四
乱’，保护母亲河”专项行动，成效初

显。8月，我省决定将专项行动持续
到今年年底。

保护黄河生态，更需要规划先
行。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
黄河南岸生态文化带空间规划中，
将空间划分为生态保护红线区、生
态缓冲区、永久基本农田红线区、
一般农业区、城镇开发建设区和城
镇开发建设预留区共 6 大类 19 种
功能单元，根据各区功能定位和保
护重要程度，制定差异化管控，分
类引导建设活动，为黄河生态保护
扎紧了笼子。

邙岭披上绿装

在巩义市河洛镇邙岭上，一排
排绿化树木让荒山披上了绿装。

“原来这些荒山紧挨黄河，水土
流失严重。近年来我们市每亩投资
约 1 万元开展植树造林活动，在山
上修了蓄水池，铺了输水管，确保造
林成功。如今邙岭上，春日百花盛
开，秋季硕果累累，石榴、核桃挂满
枝头。”巩义市林业局青山工程办公
室工作人员常丹说，有了树，改善了
生态，也涵养了水源，减少了注入黄
河的泥沙。

去年起，巩义市谋划生态建设
项目 81个，总投资 228亿元，开展植
树造林、廊道绿化、矿山修复、水系
连通等建设。其中“绿水青山工程”
总投资 90亿元，绿水工程计划把石
道河、西泗河、东泗河、伊洛河和坞
罗水库连通起来；青山工程计划用 6

至 8年时间，完成新造林 20万亩，森
林抚育 3万亩，现有林改造 3万亩，
建成国家森林城市，在南部山区建
成国家级森林公园，在北部邙岭建
设林业产业示范园，今年已经完成
造林任务 5.5万亩。

郑州市林业部门正在谋划建设
黄河生态文化带，将沿黄地区定位
为郑州北部生态屏障、城市后花园、
创新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地和慢生活
区，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以人
为本、弘扬文化”原则，以历史文化
为脉络，以生态、修复、景观、水景、
休闲、文化“六大特色带”为路径，建
设“三馆、三园、五区”生态景观片
区，建成“华夏文明之源、黄河文化
之魂”主地标。

六大特色带中的“生态带”，要
在黄河大堤两侧通过异龄、混交、近
自然的方式栽植本地生态型高大乔
木，建成绿道穿行、大空间、宽纵深
的生态景观林带。对于南岸邙岭绿
化，要加大补植补造力度，做到绿不
断线、景不断链，确保应绿尽绿。未
来的黄河南岸，必将成为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样板。

湿地回归自然

郑州黄河湿地自然保护区是郑
州市唯一的湿地自然保护区。

保护区西起巩义市，东到中牟
县，全长 158.5 公里，面积约 56 万
亩，含 6个县（市、区）的 14个乡、镇、
街道办事处 97个行政村。

郑州黄河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
中心主任王恒瑞说，郑州黄河湿地
自然保护区内有丰富的动植物资
源，是我国鸟类迁徙三大通道里中
线迁徙通道的中心地区，为迁徙鸟
类提供了停歇地和觅食场所。

据调查，保护区内共有植物 451
种，其中野大豆为国家二级保护植
物；区内有野生脊椎动物 331种，昆
虫 740种，在保护区现有的 274种鸟
类中，有黑鹳、金雕、白鹤、白头鹤、
大鸨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 5
种，大天鹅、小天鹅等国家二级重点
保护鸟类 36 种。通过连续几年来
的监测，每年在保护区迁徙和越冬
的候鸟总数有近百万只。

让湿地回归自然，减少人类扰
动。近年来，林业部门开展绿盾行
动，加强黄河湿地保护修复工作，把
违 法 点 位 列 入 台 账 ，追 踪 整 改 问
效。今年 3 月以来，林业部门组织
对郑州黄河湿地自然保护区人类活
动情况等专项行动交办问题进行了
全面排查，排查出人类活动总数量
为 3088 处，列入违法台账 1143 处，
目前正在按照整改方案要求，全面
推进清理整治工作。

目前，郑州黄河国家湿地公园
一期工程建设任务过半，正在谋划
二期工程；郑州黄河湿地郑东新区
湿地恢复项目正在编制规划；郑州
黄河湿地中牟鸟类栖息地保护区已
完成规划设计，已流转土地 8000
亩，正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荥阳黄
河湿地体验区已立项，正在编制规
划；郑州邙岭森林公园位于荥阳市
广武镇境内、北依黄河，正在评估建
设模式。

时下的黄河湿地，林丰草美，鸟
儿展翅飞翔，湿地生态环境越来越
好，母亲河正在焕发生机。③9

本报讯（记者 郭戈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秦川）“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调研河南时重要讲话精神，让
我们深受鼓舞、倍增干劲，为鹤壁推
动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9
月 20日，鹤壁市发展改革委主任郝
志军表示。

据悉，鹤壁市目前正全力建设
高质量发展城市，在全省率先出台
了实施意见和实施方案，着力在产
业转型、城乡融合、绿色发展、体制
改革、营商环境等方面积极探索，努
力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形成可复制、
可推广的经验。

“下一步，鹤壁市将紧紧抓住省
政府支持鹤壁建设高质量发展城
市的重大机遇，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着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郝志
军表示，鹤壁市将改造提升传统产
业，打造汽车电子电器与新能源汽
车、清洁能源与新材料、绿色食品
三个千亿级产业基地，建设全国重

要的镁精深加工基地；培育集聚新
兴产业，大力发展光电子、大数据、
人工智能、5G 等新兴产业；开展营
商环境核心指标对标优化行动，全
面压缩办理时限，持续提高服务效
率，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让一流
营商环境成为鹤壁高质量发展的亮
丽名片。③6

郑州黄河湿地自然保护区绿意葱茏，一幅美丽的生态画卷正徐徐展开。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绿水青山守护黄河生态

以一流营商环境
助推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
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要坚持走
绿色发展的路子，推广新技术，发展
深加工，把油茶业做优做大。”习近
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言犹在耳，9月
23 日下午，信阳市油茶商会成立。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羚锐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熊维政当选理事
会会长。

信阳市工商联党组书记龚得生
介绍，在当日召开的信阳油茶业界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座谈会上，70余名信阳油茶产业
企业带头人一致认为：学习贯彻落
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就要坚决
把油茶产业做大做强，使之成为老
区的绿色产业、富民产业、朝阳产
业。油茶企业要主动当好产业“领
头羊”，引导和带动更多的老区群众
一起脱贫致富奔小康，为乡村振兴
助力添彩。

信阳市油茶商会的章程中明确
写道：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油茶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发展
好油茶产业，助力乡村振兴是商会
的核心目的。

“总书记对油茶产业的肯定，
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我们一定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种好油茶树，
发展好油茶产业，让更多老区群众
过上好日子。”熊维政信心满满地
说。③4

信阳成立油茶商会

凝聚正能量 重塑新形象
——河南省科学院精神文明单位创建纪实

□本报记者 石可欣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
割……”9月 11日上午，河南省科学院
精神文明建设地理研究所现场会，省
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全体干部职工同声
合唱《我和我的祖国》，嘹亮优美的歌
声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引来全院
16家单位与会人员的阵阵掌声。

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获评
2018年度郑州市级文明单位，是河南
省科学院党委狠抓全系统文明单位创
建工作的丰硕成果。

作为我省综合性自然科学研究机
构，省科学院为河南省科技进步和经
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近两年
来，省科学院党委以党建为引领，围绕
中心推动全系统精神文明创建，促进
了党建、科研产业和文明创建共同发
展。

党建引领促创建

一个单位的文明程度，是其社会
形象和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省科学

院党委高度重视文明单位创建工作，
去年，针对全系统存在的问题，院党委
制订印发《关于推动系统单位争创文
明单位的指导意见》，明确院机关全力
带动系统单位创建的具体措施，将精
神文明建设纳入发展战略全局，以文
明单位创建为抓手，全面推进全院精
神文明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在院党委的强力号召下，全院上下
紧紧围绕院党委“政治统领、提升质量、
正风肃纪、凝聚各方、促进发展”党建思
路，以党建带创建、以创建促发展，坚持
创建与党建、党的中心工作相融合，把
握正确政治方向，构建领导重视、人人
参与、上下联动的创建工作格局。

勇毅笃行重实效

文明创建，组织领导是关键。院党

委把建立一个好机制放在首位。结合
实际及时调整完善全院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领导小组；坚持每年年初对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专题讨论研究，制定年度精
神文明建设工作要点、工作台账；召开
专题工作会统一安排部署，推进创建各
项工作有序开展；院机关带动系统单位
创建，给予全力支持和帮助。

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为契机，科学院党委把主题教育总
要求贯穿始终，推动全院 48个基层党
组织集中统一换届，规范落实“三会一
课”制度，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制度化
常态化，大力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不断
强化政治统领确保正确创建方向；坚
持选树“创新发展黄牛奖”“院杰出青
年”等先进典型，彰显示范带动作用；
组织全院院管干部、党务纪检干部到

焦裕禄干部学院、红旗渠干部学院学
习，强化干部职工党性修养筑牢理想
信念。通过文化长廊、电子屏、职工阅
览室、“河南省科学院党建之光”微信
交流平台向干部职工宣传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省科学院常态化开展文化活动，
为干部职工提供丰润的道德滋养，不
断激励广大青年科技工作者敢于创
新、勇于担当，保持积极旺盛的工作活
力。

文明新风扑面来

办公大楼整洁敞亮，楼道墙壁上廉
政教育宣传画、精神文明建设栏颇为醒
目，走进省科学院办公大楼，一股健康、
向上的文明新风扑面而来。

庆“七一”群众性合唱比赛、“读书

求知明理、和谐进步创新”读书会……
省科学院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营造积
极向上的机关文化氛围。此外，志愿者
服务队与社区共同开展“学习党的十九
大精神志愿服务进社区”“关爱社区困
难群众”等志愿服务活动十余次，荣获

“2018年度经八路街道区域化党建工作
先进单位”荣誉称号；结合工作实际，开
展“创新支撑发展”专家志愿服务活动，
受到当地政府和企业的极大好评，开创
了极具科学院特色的科技服务活动。

通过精神文明建设，省科学院不仅
在硬件环境上有了变化，干部职工的思
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明显提高，
为单位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

文明花开结硕果

文明单位创建集结号吹响后，各

单位结合各自实际通过开展品牌活
动，将全院创建工作推向高潮。省科
学院地理研究所以创建市级文明单位
为抓手，通过创建，实现“快乐科研、健
康科研、廉洁科研”目标，重建干事创
业良好氛围，2018 年，以优异成绩通
过郑州市级文明单位考评，为全院作
出了示范；省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
通过选树生产一线“老黄牛”活动，树
立起企业工作精神；省冶金研究所以

“服务社会，创新发展”为使命，构建企
业工作宗旨；省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和高
新技术研究中心，以改造办公实验楼
通风系统、上下水系统等，打造民心工
程……全系统通过开展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活动，凝聚了人心、提振了
士气，增进团结，构建和谐氛围。

省科学院决心通过强化党的建设、
狠抓文明创建，全面提升全院整体形
象，促进科研产业等各项事业蓬勃发
展，为中原更加出彩贡献出科学院力
量，以优异的成绩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上接第一版）结合庆祝新中国成
立 70周年，把开展红色教育作为主
题教育的必修科目、党内日常教育
的重要内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学
习党史、新中国史，发挥我省红色
资源优势，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
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
的故事。依托“二七”大罢工、鄂豫
皖苏区首府、竹沟“小延安”等红色
教育基地，用好焦裕禄精神、红旗
渠精神、大别山精神，深入开展革
命传统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在传承
红色基因中感悟初心使命、坚定理
想信念。

通知强调，要全面落实“四个
注重”要求，推动主题教育高质量
开展。注重分类指导，对不同层
级、不同领域、不同对象作出科学
安排；注重减轻基层负担，倡树“五

比五不比”工作导向，持续落实“22
个防止”，在提高质量和效果上下
功夫，不简单在数量、形式上提要
求、搞“创新”；注重开门抓教育，采
取多种方式，扩大群众参与，接受
群众监督，请群众评判，用群众的
满意度和获得感检验主题教育成
果；注重解决群众最急最忧最盼的
紧迫问题，扎实开展“旧账清零”

“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行动，认
真抓好上下联动整改事项整改落
实，认真办好人民群众的操心事烦
心事揪心事。

通知要求，要把主题教育中探
索形成的好做法好经验固化为制度
成果并长期坚持，推动学、查、改、做
融入日常、抓在经常，真正将“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党的建设的永
恒课题、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③4

在主题教育中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调研河南时重要讲话精神

下一步，鹤壁市将紧紧
抓住省政府支持鹤壁建
设高质量发展城市的重
大机遇，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着力推进产业转
型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