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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长岭

7月下旬，雨带北抬，我省淮河流域北
部强降雨增加，素有“洪水招待所”之称的
新蔡县变得异常紧张起来。8月 2日，记者
来到新蔡县实地走访发现，该县近年来大
力实施“四水同治”，不仅让洪水来去平安，
而且把县城打造成了一座水生态优美的大
公园。

一年能淹三四次

新蔡县地势比较低洼，小洪河、汝河在
县城东边顿岗乡班台村汇合后流入大洪
河，大洪河在豫皖交界处流入淮河干流。

小洪河、汝河汇集驻马店、平顶山、漯
河 1.2万平方公里客水，夏季上游暴雨，让
来水异常迅猛，而新蔡地势低洼，东大湖一
带海拔高程不到 33米，洪水冲到这里，就
会停留下来。

为何洪水不能及时泄入淮河？“上游来
水量大，大洪河河道行洪标准偏低，加上汛
期大雨，淮河干流水位较高，对大洪河河水
形成顶托，大量洪水无法及时下泄。”新蔡县
水利局总工程师梅新富介绍，在新蔡县境
内，17万亩到44万亩沿河洼地时常遭受水
淹。仅1991年、2003年、2005年等年份，接
连不断的洪水就让农田一年之内受淹三到
四次，新蔡是名副其实的“洪水招待所”。

“7月 25日这次来水，大洪河过流最高
达1200立方米每秒，算是中等规模洪水，河
道水位最高超警戒水位0.42米。”梅新富说，
同频率暴雨洪水情况下，小洪河、汝河来水
流量可达到 3510立方米每秒，而班台汇合
口以下大洪河、洪河分洪道下泄能力只有
3000立方米每秒，洪水来去极不平衡。

洪水来去都平安

为让洪水能够安然通过新蔡县这座
“招待所”，国家和我省下了很大功夫。

“为让洪汝河水系安全度汛，上级确定
了‘上控下排中改善’的治水方针。”梅新富
介绍，国家相继在小洪河上游修建了石漫
滩水库、田岗水库，在汝河上游修建了板
桥水库、宿鸭湖水库。

7 月 21 日至 24 日洪汝河上游连降大
到暴雨，省水利厅对这几座水库科学调度，
对上游来水给予控制，最大限度地减轻了
洪汝河下游的河道防洪压力。

“为了提高洪汝河行洪能力，由淮河水
利委员会牵头的洪汝河治理工程即将上
马。”梅新富说，这项工程是国务院 172项
重点水利工程之一，也是我省实施“四水同
治”的十大水利工程之一，这项工程的实施
对洪汝河下游的河道泄洪能力将会有很大
的提升。

中改善，即对洪汝河沿河区域特别是

新蔡县城区段进行积极改善，提升城区防
洪除涝能力，对城区周边洼地进行综合整
治，实施水系连通，改善水生态，治理水灾
害。

把洪水变为资源

新蔡县一边腾出足够的空间招待洪水
这位常客，一边与洪水为友，积极推动洪水
资源化，利用丰富水资源打造水域靓城。

“经过三年多努力，我们初步建成了
‘五湖四带一环一库’的水系格局，把新蔡
这座洪水招待所，打造成一幅巨型水生态
美景。”新蔡县副县长、河南水投蔡州水生
态有限公司董事长魏家红说。

“五湖”就是县城周边东、西、南、北四
湖加上月亮湾湖；“四带”就是沿小洪河生
态湿地户外休闲景观带、沿黍河都市文化
景观带、今是大道引水渠景观带、西外环截
洪沟绿化景观带；“一环”就是环城水系，长
49.2公里；“一库”就是东湖水库。

魏家红介绍，2017年起，通过对原有洼
地、河道、湖泊进行疏浚、拓宽，实施了水系
连通工程，新蔡县增加水域面积 4500亩，
提高蓄水能力1050万立方米。

去年4月底，新蔡县水系连通项目一期
工程完工，原来环绕县城的沼泽洼地变成
了生态宜人的滨水公园，水生态美景成为
新蔡县一张亮丽的新名片。③9

本报讯（记者 郭海方）项目虽然中标，但从项目开工
到资金拨付通常会有“空档期”，这段时间缺资金咋办？
在漯河，一个创新推出的金融产品——“中标贷”，解了不
少企业燃眉之急。

“今年我们中标了一个项目，受疫情影响，建设资金
紧张。正作难时，得知政府推出‘中标贷’服务，我们第一
时间申请，不到一周就拿到500万元贷款，项目建设得以
顺利推进。”8月3日，首个获得漯河市“中标贷”贷款的河
南德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魏素珍告诉记者。

据了解，“中标贷”是指企业中标后履约所需要启动资
金的贷款，可为企业及时解决资金压力，促进项目尽早落
地。今年3月，依托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优势，漯河市在全省
率先推出“中标贷”服务，只要是在漯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平台登记入库的企业，中标后均可向银行申请便捷贷款。

“我们大力推行电子化交易，对涉及政府采购和工程
建设等与经济发展、改善民生密切相关的重点项目实施

‘不见面’开标、智能化管理，中标企业的信誉得到金融机
构的充分认可。”漯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主任连卫国说。

“中标贷”推出后，漯河市已有13家中标企业与银行
达成融资意向1.1亿元，有效解决了中小微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融资慢难题。

“中标贷”仅仅是漯河市今年创新推出的金融产品之
一。为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漯河市多家银行
分别推出“云义贷”“抗疫贷”“药商贷”“创业贷”“复工贷”等
信用贷款产品，灵活满足企业融资需求，精准支持企业复工
达产。截至6月底，漯河市贷款余额达1026.07亿元，较年
初增加116.83亿元，增幅12.85%，排名全省第二。其中，
全市企业信用贷款余额为182.86亿元，较年初增加23.31
亿元，增幅达14.6%；普惠口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为140.55
亿元，较年初新增14.91亿元，增幅11.9%。③5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李筱晗 通讯员
陈世军）7月份以来，罗山县庙仙乡章楼村党
支部书记、村级河长章奎越来越喜欢巡河
了。只见他早起出门拿上手机，点开手机定
位，登录“河长巡河通”APP，点击“开始巡
河”，然后沿着穿村而过的竹竿河两岸一来一
回慢慢走，慢慢看，发现异常，站在河边拍张
照片，马上就能上传到县、乡两级河长制工作
系统内。

“以前发现问题，我要逐级电话上报，有
时说了半天也说不明白。”8月1日一大早，章
奎指着自己手机里的“河长巡河通”里之前上
传的一处洪水冲刷造成的河堤隐患照片，感
慨地说：“有了这‘巡河通’，就像为河长装上
了‘千里眼’，上级河长稳坐中军帐，全县河湖
情况了如指掌！”

信阳的暴雨洪水刚刚退却，根据县里要
求，章奎重点加强了河堤水毁隐患的排查。

今年7月份以来，罗山县在全县推广“河
长巡河通”，仅庙仙乡就有27名乡、村两级河
长开启了“掌上巡河”新模式，并在刚刚过去
的防汛抗洪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③9

□本报记者 刘一宁
本报通讯员 戴丹华 肖雅文

7月下旬，记者走进山东省日照市某训
练基地，看见穿着迷彩服、带着装具的张勇正
在进行高强度训练。他的腿上有十多块大大
小小的伤疤。“这是‘光荣疤’。”张勇笑着说。

张勇的军旅生涯从“大功七连”开始，这
是一个“特等功臣连”，1947年解放河北正
定城时曾立下赫赫战功。此战后，连队被评
为“登城先锋连”，第一个登上城头的班长黄
树田被评为“特等功臣”。

“我当新兵时上的第一堂课，就是走进
荣誉室学习连史，接受教育。”张勇说，能当上

“大功七连”的兵，他既深感自豪又肩负压力。
响当当的连队里，有呱呱叫的兵。连队

要求每人每天做 100个俯卧撑、100个仰卧
起坐、100个蹲下起立，张勇不但双倍做，而
且负重训练。在战术训练时，张勇的胳膊肘
经常被磨破，与衬衣粘到一起。衣服脱不下
来，他就用剪刀把衬衣剪破。入伍第二年，

“拼命三郞”张勇就被破格选拔为班长。
2007年 5月，旅里组织第一届军事大比

武。时任班长的张勇报了400米障碍、自动
步枪速射、战术基础动作3个比武项目。为
提高400米障碍项目的训练成绩，他精确练

到每一步；为增加自动步枪速射的稳定性，他
在步枪上挂水壶；为增强战术基础动作的协
调性，他负重25公斤进行8公里奔袭。

比武那天，在独木桥上跨越障碍时，张
勇突然被尖利的木刺戳穿左脚心。他强忍
疼痛，咬牙坚持，最终以 1分 30秒的好成绩
夺得全旅第一名。下场后，他简单处理一下
伤口，迅速投入随后的比武中。这些年，张
勇先后在军、旅级单位组织的各项比武考核
中，勇夺50多个第一。

在摸爬滚打中历练成长，在硝烟战火中
淬火成钢。主动请缨参加首支中国维和步
兵营给“拼命三郎”张勇的军旅生涯画下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

2015年 5月 10日，维和官兵刚到任务
区不久，附近的难民营就发生斗殴。张勇和
战友们赶到现场时，难民们正在互掷石块，
一个小女孩被乱飞的石头吓得哇哇大哭。
他不顾个人安危，向小女孩站的方向冲去。

突然，一块鸭蛋大的石块重重地砸在他的右
腿上。他忍着疼痛，迅速将小女孩抱到安全
区域。接着，他和战友们采取分割驱散的方
式，和维和警察、防暴队一起平息了这场骚乱。

翻看张勇的微信朋友圈，有这样一句
话：经历过才能感受到，和平对于世界上正
在饱受苦难的人来说是多么奢侈。从保护
平民、城区巡逻到长途护卫，在维和步兵营
担任连长的张勇和战友们一起，用实际行动
守卫了南苏丹的和平。

有一次，张勇和战友们到朱巴西北 180
多公里的蒙德里地区执行为期10天的长途
巡逻任务时，遇到了武装冲突。原来，一伙
武装分子与南苏丹政府军发生交火，维和临
时行动基地正好处于交火区附近。“大家注
意防护，准备战斗。”张勇听到爆炸声，迅速
反应。他和战友们全时戒备，加强防护，最
终驱散了武装分子。

完成维和任务后，张勇回到部队。不久，
部队体制改革，张勇被任命为第80集团军某
合成旅三营营长。在新的战场上，张勇带领
官兵探索合成营独立作战的新模式，推动营
队向全域机动、立体攻防的目标迈进。③6

洪水有来去 变为水资源

张勇：“特等功臣连”的“拼命三郎”

探索实行“中标贷”
解企业燃眉之急

争做 河南人
强军精武河南兵

漯
河

8月 3日，南阳市卧龙区王村乡朱王营村果农在果
园进行网络直播。近年来，当地按照“一村一品”的发展
理念，尝试农业结构调整，已有百余户村民依靠特色种植
走上了增收致富的道路。⑨3 高嵩 摄

张勇（右一）在行军途中。⑨3戴丹华 摄

□李保平

7月 30日，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
（以下简称“新乡经开区”）举行了新乡
创新谷核心区项目开工奠基仪式。

规划总面积达 4800亩的新乡创
新谷，是新乡市郑洛新国家自创区“一
区四园”的重要组成片区之一。本次
开工的核心区计划总投资70亿元，建
成后将为高科技项目孵化壮大、创新
与创业提供优良环境，为兴业宜居之
城建设再添新平台。

新乡创新谷项目只是今年以来新
乡经开区众多投资项目中的一个。良
好的区位优势，高效的办事效率，优良
的投资环境，该区的多项叠加优势引
来“项目潮”。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7月底，新乡
经开区签约项目 23个，总投资 111.4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1%。实现疫
情防控与招商引资双推动、经济社会
稳发展。

走出去——30亿元绿色
印染项目打造绿色纤维基地

7 月 10 日，多家媒体广泛报道的

新柯绿印潮流小镇（以下简称“绿印小
镇”）招商推介会使新乡经开区站到了
聚光灯下。

该项目的成功签约，新乡经开区
可谓“一举三得”，不仅成功签约总投
资额近 30亿元的一批重大项目，还签
下了产业扶贫合作协议、云展项目合
作协议等。

绿印小镇项目位于新乡经开区绿
色纤维专业园区内，由浙江柯桥经开
区和新乡经开区共同开发建设，规划
建设总面积约 1500亩，绿印小镇将围
绕绿色纤维做文章，未来将成为“全球
绿色纤维及下游产品生产创新基地”。

一端有产能，一端有市场，新乡和
柯桥的合作实现了 1+1＞2 的效果。
在拥有亚洲最大的布匹集散中心中国
轻纺城的柯桥，绿印小镇项目吸引了
百余家企业负责人的关注，绍兴众成
化纤有限公司总投资 15 亿元的绍兴
众成化纤机织项目、浙江兴力纺织整
理有限公司总投资 8亿元的兴力纺织
染整项目等一批重大项目现场签约，

签约总投资额近30亿元。
作为全国重要的化纤基地的新乡

经开区，本身在全国化纤行业占据重
要地位，加上本次绿印小镇 30亿元绿
色化纤项目引进，必将进一步强化该

区在化纤产业的地位。
新乡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侯海涛

介绍，下一步，经开区还将与全球纺织网
及网上轻纺城展开云展项目合作，以“新
乡展区”为核心内容开展云展会、云发布

系列活动，并通过网上轻纺城、全球纺织
网中文站等线上平台矩阵及海内外展
会、对接会等线下渠道开展强势推广。

引进来——苦练内功提
升服务，新增企业180家

今年年初疫情发生以来，新乡经
开区苦练内功，积极推行“放管服”改
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提高“互
联网+政务服务”，简化企业的登记流
程，促进市场主体健康快速发展。

一是实现“一窗通办”。设置了 7
个综合受理窗口，将经济发展局等8个
部门的 344项政务服务事项纳入综合
受理窗口，实行“前台综合受理、后台
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的服务模
式，打破了政府部门职能壁垒，实现

“一窗通办”。
二是加强事项管理。对全区承接

的审批服务事项进行全面梳理规范，
在法定时限基础上，压缩事项办理时
限 70%，取消各类无谓申报材料和证

明材料 200 余项，提高了行政办事效
率，提升了老百姓的满意度。

三是推进“一网通办”。梳理全区
602项政务服务事项录入河南政务服
务网，同一事项实现无差别受理、同标
准办理，网上可办率达到 100%，已超
额完成70%的市定目标。

四是加快“好差评”平台建设。全
面落实“服务绩效由企业和群众来评
判”工作要求，制定政务服务“好差评”
制度，主动接受办事群众的监督和评
价，自开通以来，网上受理业务整体评
价均为“非常满意”。

五是积极推进税务、不动产业务
融合。完成不动产交易涉及契税、增
值税等相关业务融合，群众和企业办
理不动产登记交易业务实现“一窗受
理、并行办理”。

截至目前，新乡经开区市场主体
共计 3011 户，其中，企业数量达到
1485户，当年新增180家。

稳住市场主体，稳就业保民生也
就有了保障。新乡经开区党工委书记
刘思江说：“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
营商环境，力争企业开办时间压缩为1
个工作日，着力营造近悦远来的一流
发展环境，持续实现高质量发展。”

新乡市三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暨新乡创新谷核心区项目开工奠基仪式

新乡经开区：优良环境引来“项目潮”

罗山河长装上“千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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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被誉为““千里淮河第一坝千里淮河第一坝””的汝阳县前坪水库的汝阳县前坪水库，，高峡平湖已初高峡平湖已初
显雄姿显雄姿，，库区周围绿树成荫库区周围绿树成荫，，蓝天白云蓝天白云（（88月月 22日摄日摄）。）。今年今年 33月月
2020日日，，随着溢洪道随着溢洪道、、泄洪洞泄洪洞、、导流洞闸门徐徐落下导流洞闸门徐徐落下，，汝阳前坪水库汝阳前坪水库
工程正式下闸蓄水工程正式下闸蓄水，，目前水库蓄水位已达到高程目前水库蓄水位已达到高程 363363..5151米米，，库库
容达到容达到35923592万立方米万立方米，，防洪效果显著防洪效果显著。。⑨⑨33 高山岳高山岳 李景堂李景堂 摄摄

（上接第一版）仅去年，西峡香菇及香菇制品跨境电商交
易额就达38.92亿元。

小香菇在脱贫攻坚中发挥了大作用。西峡县 1202
户农户进入香菇产业链，走上了致富路。香菇深加工龙
头企业仲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在6个乡镇建设的标准化
香菇种植扶贫基地，直接带动 212户、570人年均增收
5000元以上。“自 2月 17日复工以来，我们一方面严格
落实疫情防控措施，一方面满负荷生产，今年上半年，通
过产品创新和渠道创新，公司产值和营业收入均比去年
同期增长 20%左右，员工人数比去年同期增加 32人。”
该公司品牌总监屈云鹏说。

如今在西峡县，近 20万人从事香菇生产、加工和销
售，年综合效益 150亿元以上。西峡香菇还出口到东南
亚和俄罗斯等 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 2005 年到 2019
年，出口额 15 年增加了 424 倍，截至目前，累计创汇
66.13亿美元，占全国香菇出口额的30%以上，成为河南
的一张名片。

镇平县依托位于该县梧桐树新经济产业园的同富
小康大数据开发有限公司，大力发展以双孢菇、香菇为
主的食用菌产业，产前统一供应原料，统一提供菌种；产
中和克洲双孢菇农民专业社合作，统一提供技术服务；
产后由同富小康大数据开发有限公司统一收购、统一销
售。

“今年以来，镇平县在13个乡镇共建成15个双孢菇
种植基地，600个种植大棚，种植面积达33万平方米，年
产双孢菇 6600吨，产值 4000万元，提供就业岗位 1500
个。”镇平县委副书记郑文明说。如今，镇平县的双孢菇
种植规模和产量居全省第一，也成为当地农民致富增收
的主要来源之一。③5

小香菇“香”了好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