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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野

洛阳：打造增长极 提高辐射力

万众一心 加油干

□高金光

春雷响了，春水涨了，无边的春意渐

浓了；

春风暖了，春鸟唱了，满园的春情高

涨了。

此刻，春色正铺满中原大地。从西部

山区到东部平原，从淮河沿岸到黄河沿

岸，泥土在一层层醒来，草芽在一寸寸冒

出，麦苗在一丛丛返青，桃花、梨花、樱花、

玉兰花等各色花朵竞相绽放，一派欢快的

热闹景象。外出的人们虽然还戴着口罩，

但那眼神里分明露出了喜悦和憧憬。

这是久违了的场景。在乡间，农民们

挥舞农具、弓着腰身，正在田野深处侍弄

庄稼；在企业，工人们加班加点、挥汗如

雨，正在流水线上赶制产品。

这是渴盼中的繁荣。在城市，大小门

店陆陆续续开门迎宾，大街小巷白天黑夜

车水马龙；在社区，每一座楼宇都似乎焕

然一新，每一个家庭都好像得到重生。

这是希望里的画面。在“一带一路”的

陆上丝绸之路上，那隆隆奔驰的中欧班列

正相向对开，运输着各种各样的货物；在连

接东西南北的高速公路上，那连绵不断的

车流正滚滚向前，奔向各自的前程……

这个春天不同寻常，一场突如其来的

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生活的秩序、生产

的节奏。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城市几近

封锁、乡村几近封闭、家家几近封户，往日

人声鼎沸的喧嚣突然被寂静替代，就连本

该欢乐喜庆的春节也被无情搁置，一下子

让很多人失了方寸、无法适应。疫情蔓延

的焦虑，久居在家的焦灼，渴望日常的焦

躁，成为人人心中难以言说的病痛。

而现在，云开雾散，山河无恙，春回大

地，人们怎能不欢欣鼓舞，怎能不引吭高

歌！随着抗击疫情的斗争取得阶段性胜

利，随着复工复产的节奏紧锣密鼓跟进，

随着人间烟火气息重返生活的舞台，地处

内陆的中原必将再次展现全新的面貌，追

求出彩的河南必将继续呈现绚丽的浓彩。

面对铺满中原大地的春色，我们应当

倍加珍惜。在疫情最肆虐的时候，习近平

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指挥、运筹帷幄、决

胜千里，省委、省政府调兵遣将、果断决

策、科学应对，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

部冲锋在前、顽强拼搏，万千医务工作者、

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公安干警、社区工作

人员以及志愿者等闻令而动、无私奉献，

广大人民群众众志成城、守望相助。正是

全党上下、全国上下、全省上下的勠力奋

战，这场气势恢弘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

击战迎来胜利曙光。目前，疫情防控仍在

吃劲阶段，“外防输入”又增添了新的复杂

情况，我们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决不能让

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轻易丧失。

面对铺满中原大地的春色，我们应当

认真思考。如果说抗击疫情是一场大考，

那么在这场考试中，包括我们河南，整个中

国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中国共产党作

为核心领导力量的政治优势，社会主义集中

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各族各界群众同呼

吸共命运的团结优势，再一次得到了淋漓尽

致的彰显。实战是最好的教材，事实是最有

说服力的证明，每一个人都深切体会到了共

产党好、社会主义好的真谛。从这个意义上

去认识、去体会，我们的思考无疑会无限加

深。当然，这场疫情也暴露出我国在重大疫

情防控体制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等

方面存在的明显短板，要总结经验、吸取教

训，关键要解决问题，使应急管理的能力和

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

面对铺满中原大地的春色，我们应当

更加努力。受疫情影响，我省今年第一季

度特别是前两个月的经济运行情况确实

不甚理想，数字也不够好看。但也要看

到，同全国一样，我省经济韧性强、回旋余

地大，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而且

随着疫情消退，“报复性”的恢复增长势头

会很快显现。近期医疗物资、交通物流、线

上交易等领域的良好发展态势，已经充分

地说明了一切。只要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坚

定信念、增强信心，顺势而为、大有作为，与

群众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就一

定能把疫情造成的损失夺回来。常言说，

“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劲退千寻”，我们

必须保持前进的姿态、奋斗的状态。

“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

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

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今天，

当春色铺满中原大地的时候，再次回味习

近平总书记的这一精辟论断，我们更加体

会到了其中的丰富内涵和沉甸甸的分量。

春天既然来了，就让我们紧紧地拥抱

她！1

本报讯（记者 李茜茜）3 月 25 日，济
源举行第一季度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
式。此次集中开工项目 37个，总投资 76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50亿元。

此次集中开工的项目中，工业项目有
16个，总投资 24亿元，包括力辉钢绳年产
12万吨精品钢丝绳项目、康安卫材 2.5亿
只口罩防护用品项目等。

农业项目有7个，总投资17亿元，涉及
龙腾湖引黄调蓄、河道治理等工程，对于统
筹城乡发展、改善人居环境具有重要作用。

社会服务业项目有6个，总投资14亿
元，涉及休闲度假、零担物流、艺术中心、
新建医院等，将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提
升群众幸福指数。

除以上项目之外，此次还开工了 7个
城建及其他项目、1个能源项目。③4

□本报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

3月 18日下午 2时 20分，午后的阳光
灿烂又温暖。

在新野县城郊乡下青羊村党群服务
中心，距离开课还有40分钟，该村10名学
员已全部到齐。大家戴着口罩，人与人之
间自动间隔一个座位。

据悉，由于受疫情影响，当天下午，新
野县 270 个村（社区）700 余名乡村领头
雁，在各村党群服务中心多媒体教室里，
通过“云端”同上一堂课。

下青羊村党支部书记杜深海说：“学员主
要是驻村第一书记、村干部和对电商有兴趣
的村民，主要考虑到村部信号稳定、网速快，
大家一起来学习，氛围更浓，学习效果也好。”

如何成为“主播”，如何运营，如何打
造主播人设，产品讲解有何技巧……两个
半小时的时间过得飞快，学员们听得津津
有味，收获满满。

在新野县，一部分乡村领头雁已经通过
直播带货，实实在在为村民带来了效益。五
星镇方营村后备干部罗国明是当地的网红

“主播”，去年他在网上帮助村民销售粉条、
面粉、蔬菜等价值30多万元……

乡村要振兴，组织振兴是保障。新野
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赵玉鉴说：“我们将进
一步加大培训力度和实战演练，让各级党
组织带头学习和运用电商，率先变身时尚

‘主播’，带领群众增收致富，成为名副其
实的乡村领头雁。”③9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
者 王雪娜）“出了龙门高铁站，开车上王城大道
快速路，到洛阳机场只要20分钟，很畅快！过去
同样的路线需要一个小时以上。”3月 24日，经
常出差的李先生谈起洛阳交通的变化赞不绝口。

通达则地盛。现代交通是基础设施体系中
的关键要素，也是考量一个城市现代化程度的重
要指标。“十三五”以来，洛阳市打造公路、铁路、航空

“三位一体”、内联外畅的全国重要综合交通枢纽，加
快实现由交通节点城市向综合交通枢纽城市转变。

从洛阳中心城区出发，到周边偃师、伊川、宜
阳、新安、孟津、吉利“六组团”，距离都不超过30公
里。洛阳市按照“产业承接、交通连接、生态对接”
要求，规划实施“一中心六组团”城市发展战略，加
快组团快速通道建设，“一环线五放射”快速交通路
网，半小时交通圈、经济圈和生活圈基本形成。

2016年以来，洛阳市中心城区着力打开出入
口、打通主干道、畅通“微循环”，新增主干道
133.26公里，次干道203.67公里，使城市“经脉”
更加舒畅。地铁一号线、二号线加快建设。洛阳
龙门、火车站、机场、涧西谷水、白马寺、伊滨六大
综合交通枢纽正快速推进，将大大满足市民对多
种交通方式近距离换乘的需求。

同时，洛阳市依托连霍高速和二广高速“十
字形”高速公路骨架，建成尧栾西、洛济、栾卢、渑
栾高速公路，推进新伊、伊偃等组团高速环线建
设，形成“三横三纵三环”高速路网体系。

作为“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开通中亚班
列、打通“空中丝路”，是洛阳扩大对外开放的重
要举措。

“截至2019年年底，洛阳北郊机场2019年旅
客吞吐量突破15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洛阳旅游
发展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洛阳已实现与北
京、上海、成都、青岛等国内城市以及大阪、曼谷、河
内等国际旅游城市共计30个城市全面通航。

未来，洛阳还将开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航班
航线，全面推进洛阳机场三期改扩建和万安通用机
场建设，打造国内重要的旅游干线机场、全国重要的
飞行训练基地、通用航空和中西部重要的货运机场。

依托一拖陆港多式联运物流中心，洛阳市持
续推动“铁海公”多式联运，开行到宁波舟山港、
青岛港等铁海联运班列实现常态化运行，让光伏
电池、东方红拖拉机及配件等“洛阳制造”产品出
口中东欧国家。

目前，洛阳正积极推进洛阳铁路枢纽总体规
划实施，推进呼南高铁豫西通道落地开工、构建

“十字形”高铁枢纽。
洛阳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洛阳

市将按照中央、省委决策部署，紧紧抓住促进中
部地区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
大战略机遇，积极畅通对外通道，加强与郑州、豫
西地区以及陕西、山西的连接；提升与南阳、平顶
山、三门峡、济源等洛阳都市圈核心区、辐射区的
快速通达能力，为“发力都市圈、提升辐射力、打造
增长极、形成新引擎”提供重要支撑。③9

□本报记者 陈辉

3月 19日上午，一场特殊的招商引
资项目签约仪式在焦作高新区举行，除
了到场的部分代表，一些重量级客商还
在“线上”相聚。远在千里之外的广东
同天投资公司董事长韩风琴通过大屏
幕致辞，对焦作在疫情防控期间招商

“不断档”“不停步”的高效率服务连连
点赞。

“ 线 上 签 约 27 个 项 目 、总 金 额
33.56 亿元，全部通过河南移动‘云视
讯’完成签约，真正实现了‘不见面’招
商，‘屏对屏’签约。”该区负责人对今年
的首个招商活动成功举办很满意。会
上，当地还举行了智慧招商云平台上线

仪式，以后“云推介”“云洽谈”“云招商”
将在这里成为常态。

此 前 ，武 陟 县 、周 口 市 淮 阳 区
2020年招商项目的首单也都通过“云
视讯”平台成功实现了线上签约。这
些线上签约仪式的顺利举办，都离不
开一个硬核科技——移动“云视讯”。
中国移动河南公司政企客户部业务主
管黄晓晖介绍：“‘云视讯’可面向政
府、企业、行业提供高品质、专业级的
跨国跨省融合视讯解决方案，全网覆
盖、全终端可达，实现高清语音会议、
视频直播、视频监控等多业务互通，满
足跨地域、跨终端的沟通协作。”

这款信息化应用此前已在疫情救
治中大显身手。疫情防控期间，中国移
动河南公司为全省各地定点救治医院
紧急部署“云视讯”。在洛阳，成功连接
24家医院，对 29位疑难留观病例实施
远程会诊；在开封，实现了患者在隔离
病房内与外界专家和亲属的零距离沟
通，进行了129场远程会诊；在漯河，实
现了漯河市七院与漯河市中心医院、郑
大一附院的远程诊疗对接。

截至目前，中国移动河南公司已累
计帮助1819家集团单位接入“云视讯”
高清会场 1.7万间。疫情防控期间，全
省“云视讯”软终端新增用户 149.5 万
户，开通总量居集团各省市首位。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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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色正铺满中原大地

37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76亿元

直播带货当“主播”

领头雁有了“第二职业”

客商不见面 项目“云”上签

新故事“云数智”
抗疫下的

（上接第一版）
习近平指出，病毒不分国界，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任何国家都不能置身其外，独善其身。在这次抗击疫情的过程
中，中德、中欧展现出团结合作的力量，发挥了正能量。二十国
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即将召开。中方愿同包括
德国在内的各方加强协调合作，发出同舟共济、团结抗疫的声
音，提振国际社会信心。要兼顾当下和长远，统筹国内效应和
全球影响，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稳市场、保增长，稳就业、保
民生，同时推动市场开放，确保全球供应链开放、稳定、安全。

习近平强调，中德双方要继续做好重要政治议程筹划，持
续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确保中德、中欧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挖掘新兴产业合作潜力，减少疫情冲击。

默克尔表示，当前欧洲疫情形势严峻，德方正在采取果断
防控措施。德方感谢中方提供的及时和宝贵帮助，希望同中方
开展疫苗、药物研发等领域科研合作，树立团结抗疫的榜样。
德方主张基于事实，秉持客观公正立场，通过国际合作共同应
对疫情。二十国集团成员应该加强协调合作，相互支持，为克
服当前危机、稳定全球经济发挥引领作用。德方期待疫情过后
同中方继续推进德中、欧中重要交往合作。

（上接第一版）
“近水楼台”民宿主人韩光志，找来一节竹筒剖开，装几抔

腐殖土，栽三两株嫩茅草，一件匠心独具的绿植小品就成了，放
在新搭的葡萄架下，别有一番情趣。

“除了引导我们疫情歇业期间改造升级，政府还为我们统
一搞亮化工程。”指着自家刚装上的红灯笼、房屋轮廓灯、草坪
射灯和葡萄架上的霓虹灯，韩光志乐呵呵地说，“灯饰、电线等
耗材成本加上人工，我家少说也得3000元，政府全部埋单。”

“我们正在实施的亮化工程，就是提升田铺大塆品位，丰富
旅游体验，为游客提供悠然自乐乡村时光的重要举措。”田铺乡
乡长汪卫东充满信心地说，“小山村也需要‘夜经济’。让漆黑
的山村夜晚亮起来、活起来、热闹起来，山清水秀田园美，何愁
游客不纷至沓来？”

“田铺大塆名气大了，服务品质提升了，民宿价格却不升反
降，非常亲民。”田铺大塆民宿合作社负责人、“老家寒舍”民宿
主人韩光莹坦言，“旅游产品既要重品质，更要接地气，好不好
游客会用脚作出选择。”

“早就听说田铺大塆越变越美，前不久在网上看到直播这
里的油菜花海，撩得人心里直痒痒。疫情防控一解除，我立马
就请假带着孩子回来啦。”刚从广东回到光山白雀园老家，特意
带着母亲和孩子来游玩的龙天兵兴奋地说，“下次带上全家人，
一定来住两晚。”

“我们把往年春季举办的乡村旅游文化节搬到网上办，开
播了‘云赏花’平台，让全国游客足不出户就能欣赏到乡村美
景。县里为稳定旅游文化市场，还决定安排500万元财政专项
资金支持旅游企业发展。”新县县委宣传部部长陈功仕自豪地
说，“目前，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上，除个别室内场馆外，
大多数旅游景区已经有序开放。”③4

习近平同默克尔通电话

春回大别山“村游”花开时

济源

▲ 3 月 24 日，“青电入豫”驻马店
特高压交直流工程施工现场，建设者紧
张投入核心设备安装工程中。⑨6
弓华静 张朝 摄

生产火热生产火热
奋战正酣奋战正酣

3 月 22 日，在桐柏
县埠江镇芬芳的油菜花
香中，河南油田油服中
心工程维修大队员工在
保养开采设备，油田农
田构成了和谐共生景
观。⑨6 张明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