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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铮）3月 24日，省
委书记王国生到华北水利水电大学调
研，就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与专家座谈，听取意见建议。

座谈会上，大家围绕水资源节约集
约利用、科学制定发展规划、水利枢纽
防洪减淤等积极发言、建言献策，华北
水利水电大学负责同志汇报了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方面的研究
情况。王国生指出，河南的根脉在黄
河、安危在黄河，高质量发展的潜力也
在黄河。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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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在学深学透
中把准发展方向、坚定决心信心。要更
加牢固地树立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
体理念，深化“表象在黄河、根子在流
域”的认识，统筹推进水资源、水生态、
水环境、水灾害治理，抓好水源涵养提
升、湿地保护恢复等工程，全面改善干
支流水质和流域生态环境。要更加坚
定地落实“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
人、以水定产”要求，科学评估水资源承
载力，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
倒逼产业结构调整，促进节水意识提
升，推动用水方式由粗放低效向节约集

约转变。要更加主动地探索富有地域特
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坚持错位发展、
协同发展，站位国家区域经济布局审视
自身优势，在发展全局中找准定位，在流
域合作中谋求共赢，坚定不移发展现代
农业、节水农业、绿色农业，推动制造业
智能、绿色、技术改造，以开放促改革、促
发展，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在水力实验厅，王国生查看黄河
小浪底水利枢纽等实验模型，详细了
解学校在河流治理、水环境与水生态
治理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和人才培养情
况。王国生说，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因

水而生、缘水而成、依水而兴，要抓住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
大战略机遇，不忘治水兴国的建校初
心，用好人才和技术研发优势，主动服
务发展大局，聚焦黄河长治久安、流域
生态保护、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发挥
智库作用、提供科技支撑。在听取疫
情防控、线上教学等情况汇报后，王国
生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
抗击疫情斗争实践为鲜活教材，加强
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更好激
发广大青年学子爱国情、强国志。

穆为民参加调研。③8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3 月 24
日，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认真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署名文
章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会议精神，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
究贯彻落实措施。省政协主席、党组
书记刘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到
湖北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在《求是》杂志
发表重要文章，为我们做好各项工作
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省委
召开常委会会议进行深入学习，研究

部署我省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重点工作。要切实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党中央和省委要求上来，站位大局
谋划推动，抓实抓细各项措施，统筹做
好疫情防控、脱贫攻坚、社会稳定等工
作，为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
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力量。

会议强调，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为指导，认真落实省委安
排部署，始终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
慎终如始做到“外防输入、内防扩
散”，聚焦当前复工复产复销复学献
计出力，推动建立与疫情防控相适应

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全省各级政
协组织要充分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
集、联系广泛的优势，在服务高质量
发展中担当作为；各级政协委员要立
足岗位建功立业，积极承担社会责
任，发挥好示范带动作用；政协机关
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加主动做好工
作，为政协高效履职提供优质服务和
坚实保障。

省委常委、省政协党组副书记、
统战部部长孙守刚，省政协副主席钱
国玉、李英杰、龚立群、张亚忠、高体
健、周春艳、谢玉安、张震宇、刘炯天
和秘书长王树山参加会议。③9

□本报记者 李运海 陈慧 归欣

西控潼关，东据崤函，豫陕之交的咽喉地带，苍莽群山如
巨龙紧依黄河，龙头便是小秦岭。

在广袤中原，它既“高”且“贵”。其境内，老鸦岔垴直插云
霄，海拔 2413.8米，“省内最高”当之无愧；其座下，黄金储量
丰富，曾是我国第二大黄金生产基地的主矿区。

在挖金潮的推动下，小秦岭曾经矿坑星罗棋布，矿渣漫山
遍野，山体满目疮痍，5条从山上奔涌而下直入黄河的一级支
流饱受污染，给母亲河平添浑浊。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实地考察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发展情况，他指出，黄河流域存在的问题，“表象在
黄河，根子在流域”。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如浩荡
春风，吹拂小秦岭。

2016年以来，河南小秦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
“保护区”）矿山环境整治和生态修复攻坚战全面打响。从破
坏到修复、由喧嚣到沉寂，4年过去，小秦岭痛定思痛，奋起千
钧棒，澄清万里埃，成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

“新样板”。
春风又绿小秦岭，3月 18日，记者来到灵宝市，走进群山

间，倾听它涅槃重生的故事。

封矿治山：唤回宁静的沟

车入小秦岭，沿着一条名叫枣香峪西长安岔的深沟颠簸
前行。

沟里格外宁静，偶尔听到鸟鸣声和溪流声，只有山道两旁
零星的废弃房屋，提醒着我们这里曾经有多“繁华”。

“原来这里热闹得很，最多时有 1000多个矿口，楼房、平
房、临时房比比皆是，数万人在山里生活。”保护区管理中心工
会主席李保祥回忆说。

上世纪60年代，我省地矿部门在小秦岭勘探出一个规模
较大的金矿田，大大小小的“淘金者”闻风而至，在此“安营扎
寨”。这里成了中国重要的黄金生产基地之一，灵宝也由此成
为“黄金之城”，声名远扬。

半个多世纪的粗犷开发，让当地经济扶摇直上，也使小秦
岭遍体鳞伤。李保祥说：“有的金矿坑道长达万米，挖出来的
矿渣堆起来有50米高，造成废渣漫山，还堵塞了河道。”

（下转第五版）

本报讯（记者 郭海方 通讯员 赵
明奇）面对疫情防控的特殊形势，如何
减少农民返贫致贫风险？作为全省首
个脱贫摘帽的省定贫困县，舞阳县坚
持优先组织安排贫困劳动力就业、优
先安排扶贫企业复工复产的“双优先”
战略，千方百计稳定群众收入，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

3月23日上午，位于舞阳县保和乡
上澧村的漯河市裕华隆电声器材有限
公司里机声隆隆，几十名工人戴着口罩
正在生产适用于多种扬声器的盲圈。

“疫情发生后，我总担心今年收入受影
响。厂子一复工，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在此上班的上澧村贫困人员司雪花说。

“多亏乡里送来口罩、消毒水等防
疫物资，我们一个月前就开始复工，现

在复工人数52人，其中贫困人员9人，
产能已达去年同期的六成。”该公司负
责人周余飞说。

“老百姓在家门口上班，一年差不
多挣 2万元，还能兼顾农活和家人。”
保和乡纪委书记王海方说。

春节以来，舞阳县在搞好疫情防
控的前提下，通过开通绿色运输通道、

“点对点”组织劳动力有序返岗以及出
台就业、扶贫补贴政策等措施，助力扶
贫企业按下复工“快进键”，把就业“饭
碗”优先端给贫困人员和脱贫人员。

位于九街镇的漯河市乐航箱包制
品有限公司也在一个月前复工复产。
九街镇党委书记许忠克介绍，今年 2
月，镇里专门出台规定，贫困人员到扶
贫基地就业，（下转第三版）

王国生到华北水利水电大学调研座谈时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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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闻 陈建平

2020年的春节，全国同舟共济、众
志成城，打响一场没有硝烟的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从空地
崛起的武汉“火神山”“雷神山”成为全
球“网红”。医院建设创造的“中国速
度”，让世界对中国竖起了大拇指。

闻“疫”而动。郑州以“光速”与
疫情竞速，决战非常之“疫”：参照
2003 年抗击非典期间北京小汤山医
院模式，历时 10 天，建设的一座占
地 26210 平方米的集中收治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患者的专科医院——郑
州岐伯山医院，在郑州航空港区拔
地而起，郑州创出我国医院建设的
速度奇迹。

这是郑州市委市政府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
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着力构建
领导、防控、救治、保障等疫情防控体
系，采取最严格的措施战“疫”，把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

一位的一个缩影。
人们不会忘记在郑州岐伯山医院

建设“光速”奇迹的背后，披着白衣“战
袍”挺身而出的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院长许金生和他带领的医院党员群
众，用生命在火线上拼命守护生命的
付出！

“宁让病床等人，不让患者等
床。”以“光速”建设“郑州版小汤
山医院”，在疫情的“上风口”打防
控主动仗

2020年初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来势汹汹，一场全国总动员的疫
情防控阻击战全面打响。作为与湖北

省毗邻的人口大省、交通枢纽，河南的
战况事关一亿人生命健康，事关阻击
战全局走向。河南省委省政府提出，
无论付出多少艰辛和努力，这一场遭
遇战、阻击战都必须拿下！

郑州地处京广、陇海铁路普速、高
速交通的双“十字路口”，通达全国 28
个省市的米字形高铁在这里交会。郑
州路网发达，离武汉近，又恰逢春运人
口流动高峰，巨大的人流物流集聚，这
些都极大地增加了郑州疫情扩散的危
险性，给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带
来严峻的考验。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郑州
市委市政府决策提出“宁可备而不
用，不可用而无备”的要求，决定在郑

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港区医院原址改
造扩建新冠肺炎患者定点救治医院，
建设“郑州版小汤山医院”，在我国交
通“大动脉”上筑起一道坚强的防控
疫情阵线。

“ 宁 让 病 床 等 人 ，不 让 患 者 等
床。将百姓的安危置于天、捧在手、
放心间！”郑州市卫生健康委主要领
导介绍说，为落实市委市政府“宁可
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的要求，根
据 2003 年抗击非典时的经验，扩建
集中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医院，能够
很大程度上缓解现有医院的压力，减
少交叉感染。更重要的作用是减少
社会恐慌情绪。

“郑州市委市政府确定在郑州市

第一人民医院航空港区老院区基础上
改扩建的方案。这里远离市区、周边
人口不密集、没有大型商场和文化娱
乐设施，地势平坦，交通便利，且水电
气暖管道等配套基础齐备。这些都是
短时间内建一个传染病医院最好的条
件。”郑州市卫健委主要领导谈到选址
时说。

建设“郑州版小汤山医院”的重任
落在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肩膀上。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许金生，出
任这个医院临时党委书记、院长，成为

“郑州版小汤山医院”建设的“排头
兵”，他深知自己身上的担子分量。

如何改造建设好这个传染病医
院，让它在疫情期间发挥重要作用

呢？时间紧，任务重，要求质量高。
抓设计。许金生带领医院班子成

员、相关专家到老院区实地调研，迅速
参与拿出设计方案，不到 24小时绘出
扩建设计图。

“这么短时间内建一个三级甲等
传染病医院，这怎么可能完成？”这是
参加医院扩建施工者接到任务指令时
的第一反应。

“施工在疫情期间，工人春节放
假返乡，从物资、设备、信息化等各个
方面来说，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去外
地采购建设用品。别说原材料采购、
物流运输困难，就连工地上吃喝拉撒
这些后勤都难以保障，建设难度太
大。”从事土木建筑行业多年的工地
负责人说。

疫情，不等人。与疫情竞速，情势
紧迫，间不容发。明确施工任务，立下

“军令状”，各方面迅速动员，进入战时
状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改造扩建
新冠肺炎患者定点救治医院任务。

（下转第八版）

中原“光速”战“疫”的郑州岐伯山答卷
——抗击疫情火线检验郑州第一人民医院“真金”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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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3月 23 日，在有着“中
国美丽休闲乡村”之称的焦作孟州
市西虢镇莫沟村，游客在窑洞图书
馆享受阅读和休闲的快乐。⑨6
白水平 摄

图② 3月 24日，观众在河南
博物院内参观浏览。当日，在做好
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河南博物院开
始接受公众预约参观。⑨6 本报
记者 聂冬晗 摄

②②

①①

上图上图：：随着矿山环境整治和生态修复工作加速推进，小秦
岭生态环境全面改善。 本报资料图片

新华社北京3月24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24日晚应约同巴西总统博索纳
罗通电话。

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
巴西政府和巴西人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表示诚挚慰问和坚定支持。习近平指
出，近来，疫情在全球多点暴发，扩散很
快。当务之急，各国要加强合作。中方

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着公
开、透明、负责任态度，及时发布疫情信
息，毫无保留同世卫组织和国际社会分
享防控、治疗经验，并尽力为各方提供援
助。我十分关注巴西疫情发展，希望巴
方尽早遏制疫情扩散。今天，中国同包
括巴西在内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举行了
视频工作会议，就疫情防控开展交流。

中方愿向巴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为
防止疫情在世界范围扩散贡献力量。

习近平强调，中国为抗击疫情付出了
巨大牺牲，为国际社会赢得了宝贵时间，
国际社会对此已有公论。中巴两国互为
全面战略伙伴。双方要保持战略定力，支
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共同向国际
社会发出团结一致的声音，（下转第五版）

习近平同巴西哈萨克斯坦
波兰三国领导人通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