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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柳絮“漫天飞舞”有望不再
（郭海方 曹全岭 武文斌）

漯河

新乡 “税占比”全省第一，这个指
标与经济发展质量有啥关系

（王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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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黄河流域生态保聚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护和高质量发展
——河南巡礼③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最爱垄
头麦，迎风笑落红。5月22日，唐河
县源潭镇蔡庄村，大型联合收割机
驰骋在金黄的麦田里，一派丰收景
象。这几天，南阳、信阳、驻马店等
地的小麦开始收获，我省大规模麦
收从豫南拉开序幕。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截至
当日17时，全省已收获小麦552.9万
亩，其中机收面积548万亩。目前，
我省麦收主要集中在豫南等地，各地
抢抓农时适时收获，其中南阳374万
亩、驻马店80万亩、信阳32.7万亩、
邓州37.8万亩、平顶山16.7万亩。

作为全国粮食生产大省、小麦
生产第一大省，河南粮食产量占全
国的 1/10，小麦产量占全国的 1/4
强。可以说，我省的小麦生产，事关
保障全国口粮绝对安全，事关全年
粮食丰收。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给春季农业
生产带来不利影响。我省不负春光
抢抓农时，坚持疫情防控和春耕生产
两手抓，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千方百
计减少疫情影响，重点解决了运输
难、用工难、销售难、管理难、服务难
等问题，推动春季田间管理有序进
行，小麦长势是近3年最好的一年。

“今年小麦生产保持良好态势，
夺取夏粮丰产丰收，有基础更有希
望。”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全省小麦种植面积继续保
持在8550万亩以上，与上年基本持
平，小麦品质结构持续优化，优质专
用小麦种植面积达到1350万亩，订
单率达到86.4%。

奋战在“三夏”，抢收又抢种。记
者了解到，今年“三夏”期间，我省将
投入农机410万台（套）以上，其中联
合收割机18万台以上，全省7000多

家农机合作社将开展订单作业、承
包作业、“一条龙”作业等农机服务，
确保小麦机收率稳定在98%以上，
玉米机播率稳定在90%以上。

当前，我省各地根据小麦成熟
度，组织引导农民适时收获，努力实
现颗粒归仓。同时，大力推广小麦
秸秆机械化粉碎还田、秸秆打捆、玉
米免耕精量播种、花生起垄播种等
技术措施，努力实现夏收、夏
种同步进行。

当前，我省由南往北开
始大规模大面积麦收，各地
正努力把丰收在望变
成丰收到手，为全年粮
食丰收奠定基础。③5

图为 5月 22日正阳县熊寨
镇崔庄村村民正在机收小麦。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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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长岭

今年以来，省水利厅坚持把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
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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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首
要政治任务，谋划形成“一轴两翼三
水”格局，实现水安全保障和高质量
发展水资源保障。

何谓“一轴两翼三水”？一轴是
以黄河为主轴，两翼是沿黄河左右岸
的南北两翼，其中以西霞院输水工
程、卫河共产主义渠至金堤河、京杭
大运河会通河段为北翼，以贾鲁河、
涡河、惠济河至周商永运河、引江济
淮工程为南翼，统筹当地水、引黄水、
南水北调水，构建与现有河渠大连通
的黄河水安全保障大水网。

“围绕融入重大国家战略，我们深
入开展调研，积极思考谋划，初步理清
了工作思路，即建设国家水资源节约
集约先行区，形成‘一轴两翼三水’格
局，努力提升水资源高效利用、水生态
系统修复、水环境综合治理、水灾害科
学防治能力，提升水安全和水资源保
障能力，走出一条富有河南特色的水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路子。”5月22
日，省水利厅党组书记刘正才说。

围绕重大国家战略，河南水利人
在积极行动：

——启动专项规划编制。将河
南省黄河流域及相关省辖市纳入规
划范围，以水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为统领，以防洪减灾、水资源节约集
约利用、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水环境
综合治理、体制机制创新为轴线，编

制河南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水利专项规划。

——科学谋划水利项目。谋划
了涵盖防洪减灾、生态修复与保护治
理、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乡村振兴
和调蓄工程等几类项目的重大水利
项目库。重点梳理提出十项重点水
利项目，包括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工
程、水土流失治理等工程。

——加快推进工程建设。2019
年，河南省谋划四水同治项目 682
个，完成投资 671 亿元，创历史新
高。2020年，全省共谋划实施7大类
837个四水同治项目，年度计划投资
936亿元。今年以来，坚持“一手抓两
头”，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水利建设，
并于5月 9日组织全省四水同治项目
集中开工动员会，先后复工开工项目

572个。宿鸭湖水库清淤扩容、卫河
共产主义渠治理、小浪底南岸灌区、
引江济淮工程（河南段）等十大水利
工程项目加快推进，兴利除害的现代
水网雏形已现。

——保护好黄河水生态。河南省
全面建立了5级河长体系，健全工作机
制，提升巡河治河成效。开展黄河“清
四乱”专项行动，在黄河流域率先建立

“河长＋检察长”协作机制，探索公益诉
讼保护河湖生态环境新路径，有关典型
案例被最高检、水利部列为生态环境公
益诉讼十大典型案例之首。

省水利厅将紧紧围绕重大国家战
略、打赢脱贫攻坚战和省委、省政府决
策部署，扎实做好黄河流域各项水利
工作，着力在战略融入上写好水文章，
在战略实施中提供水支撑。③9

写好水文章 提供水支撑

□本报记者 温小娟

古往今来，河南是黄河的地理枢
纽，是黄河文化的集大成之地。日前召
开的全省文化旅游大会明确提出要大
力弘扬黄河文化，筑牢文化旅游强省之
魂。河南的根脉在黄河，发展文化旅游
的最大优势是黄河文化，最有竞争力、
号召力和吸引力的也是黄河文化。

如何抓住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机遇，加快文旅大省向文旅
强省迈进？“我们要紧盯建设文化旅游
强省的目标，保护传承弘扬好黄河文
化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在系统保护
中赓续文脉传承，筑牢文化旅游强省
之‘魂’。”5月 22日，省文化和旅游厅
党组书记宋丽萍接受采访时说，把厚
重的黄河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
势，通过打造文化旅游精品、创新宣传
推介等手段，叫响“老家河南”品牌，不
断擦亮文化旅游强省的“名片”，推动

全省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
全盘谋划，规划先行。省文化和

旅游厅围绕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
这一主线，坚持“先走一步、快进一
拍”工作总基调，成立专班，抽调专
人，统筹推动规划编制、战略谋划、项
目建设等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同步推进“1+3”规划体系。
“1”即《河南省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
规划》。“3”指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利用、文物保护利用、旅游业
高质量发展等 3个专项规划。目前，

“1+3”规划均已形成初稿。同时，规
划了黄河国家博物馆、大河文明国际
论坛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值得关注
的是，文化和旅游部已同意将黄河流
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弘扬联席
会议秘书处设在河南，并支持我省建
设河洛文化生态保护区（国家级）。

——加大对黄河文化的研究和
阐释。组建了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

扬专家委员会，并依托黄河勘测规划
设计研究院、省社科院、郑州大学、河
南大学等开展系统研究。

——谋划重大战略布局。初步
谋划了“一廊一核五区”黄河文化保
护传承弘扬格局。“一廊”即统筹构建
黄河文化、大运河文化、都城文化、红
色文化交相辉映的璀璨文化长廊；

“一核”即建设郑汴洛黄河国际文化
旅游带，培育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
核心；“五区”即三门峡仰韶、“五都荟
洛”、郑州大嵩山、开封大宋及安阳殷
商五大文化遗址区。

——规划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
园。目前，已完成黄河国家文化公园
资源普查工作，共识别出具有重大价
值的黄河文化遗产资源 488处，将尽
快启动《河南省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保护规划》编制工作。

长期以来，黄河在我省文化旅游
格局中一直占据重要位置。下一步，

将按照“城河互动、区域协同”理念，规
划建设黄河小浪底片区、郑州花园口
片区、开封东坝头片区等三大文化旅
游片区，并加强与沿黄地区的联动协
作，着力构建豫晋陕协作区、冀鲁豫协
作区、豫皖苏协作区等，全力打造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黄河文化旅游带。

此外，省文化和旅游厅将重点规
划建设郑汴洛黄河国际文化旅游
带。整合古都、黄河、运河等线性文
化旅游资源，打造郑州、开封、洛阳黄
河历史文化主地标城市，实现文化旅
游一体化发展。与此同时，推进实施
黄河文化旅游新业态项目：打造音乐
舞蹈史诗《黄河》及黄河文化旅游演
艺项目《黄帝千古情》《只有河南·戏
剧幻城》《印象·太极》等。建设荥泽
古城、嵩山小镇、康百万河洛文化城、
温县黄河生态与太极文化融合新区
等一批黄河文化旅游项目。启动黄
河文化研学旅行计划等。③5

全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黄河文化旅游带

本报讯（记者 卢松）政商互动，“清”上加“亲”。5月
20日，省纪委监委、省工商联召开全省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助推企业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座谈会，省卫健委、省人社厅
等省直单位相关负责人与全省民营企业家代表面对面坦
诚交流，心连心解决难题，凝聚共识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
系，众志成城激活经济发展新动能。

会议开始前，与会代表观看了警示教育片《政治掮客
苏洪波》。企业家代表发言时纷纷表示，要深思警醒，汲取
教训，树立“底线意识”，明确法律的“高压线”不能碰，道德
的“警戒线”不能违，遵纪守法办企业、光明正大搞经营。
郑州圆方集团党委书记、总裁薛荣讲述企业党员干部带领
员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引领企业逆势发展等情况后，深
有感触地说：“企业要听党话、跟党走，把党作为靠山，把员
工作为靠山，真正依靠做强企业来立住脚，靠提高企业核
心竞争力打造‘金字招牌’。”“聚焦实业、做精主业，大力弘
扬企业家精神，践行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争做爱国敬业、守
法诚信、创新创业、回报社会的典范。”省总商会副会长、博
雅文化产业集团董事长曹永彬说。

“部分惠企政策过于原则化，企业知晓率低”“企业
复工复产过程中存在用工成本上升、流通不畅、市场不
稳等困难”“部分中小微企业和个体户存在融资难题，贷
款满足不了需求”……对企业恢复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
难和挑战，省直有关单位负责人介绍了政策制定落实情
况，以及解决有关问题的打算。省财政厅党组成员、副
厅长赵庆业表示：“将通过官方网站、媒体等渠道，加大
对惠企政策的宣传力度，让更多企业知晓政策，享受政
策。”“发挥大数据和科技优势，优化流程、提高效率，推
动政策落实到位。”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张云定举例说，“我们开通了全省金融服务共享平台，企
业注册登记后即可在线申请贷款，审批快、利率低，为企
业发展注入了金融‘活水’。”

良好的政商关系是营造优良政治生态的土壤，是经
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近年来，省纪委监委
联合省工商联开展“反对贿赂·亲清政商”教育活动，搭
建政商良好沟通交流的平台，企业积极热情表达诉求、
建言献策，政府部门心无旁骛用好权力、搞好服务，共同
推动全省加快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省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强调，要认真落实《关于充分
发挥纪检监察职能作用积极助推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意
见（试行）》，进一步用好“反对贿赂·亲清政商”教育活动平
台，通过规范化运作、项目化推进、精细化服务，凝聚政商
共识、优化政治生态、激发创业热情，打好疫情防控和复工
复产两场硬仗，助推全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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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 38.4 亿元！平顶山计划打
造水陆空综合交通体系

（张建新）

本报讯（记者 李点）5月20日至21
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懿到许昌市，
围绕《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促进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决定》（以
下简称《决定》）起草等工作开展调研。

调研组一行先后到黄河工业园、黄
河鲲鹏生产基地、清潩河生态廊道等地，
详细了解产业发展、生态保护等情况。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马懿指出，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
和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之一，对于我省
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希
望许昌抢抓历史机遇，融入国家战略、落
实国家战略、借势国家战略，结合自身特
色，发挥比较优势，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
高质量发展路子，争取抢占先机、赢得主
动。调研组要认真总结经验做法，吸纳
意见建议，为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汇聚更大力量。③8

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汇聚更大力量

最爱垄头麦 丰收豫南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