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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发布高速公路网规划（2021—2035年）

通车总里程将达到13800公里

小心四大支付“陷阱”

万众一心 加油干

网络防骗小贴士

2020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
9月 14日-9月 20日 郑州

中国黄河文化研究中心
黄河论坛在武陟举行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 陈小平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
者 姬姣姣）9月 8日，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一周年即将到来之
际，中国黄河文化研究中心黄河论坛暨第九届河南社
会科学学术年会在武陟举行。省内外 50余名专家学
者齐聚一堂，就如何保护和弘扬黄河流域文化，推动黄
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进行深入交流研讨。

清华大学教授、世界泥沙研究学会主席王兆印认
为，必须把河流看成能够博弈的生命体对待，治理黄河
应该顺其特性驯化黄河。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
总工程师阮本清认为，在遵循“谁开发谁保护，谁收益
谁补偿”的原则上，应进一步探索构建基于市场调节、
资源共享机制的制度优势和标准，推进流域高质量保
护和发展。省社科联主席李庚香说，“黄河流域发展的
机遇前所未有，面对这一重大国家战略机遇，讲好黄河
文明起源、黄河精神、黄河人物等故事，河南学者责无
旁贷。”

作为全国唯一的“中国黄河文化之乡”，武陟的历
史、地域、民风民俗都浸润着黄河的影子。武陟县委书
记秦迎军说：“我们将坚持以生态保护为先，以高质量
发展为要，以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为根和魂，努力在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担当。”③5

本报讯（记者 宋敏）9月8日，省政
府 印 发《河 南 省 高 速 公 路 网 规 划
（2021—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
提出按照“拓展省际出口、提升通道能
力、完善路网覆盖、强化枢纽功能”的基
本思路，进一步完善高速公路网布局，
规划新增路线3750公里、总里程达到
13800公里。

《规划》的制定旨在加快构建综合
立体交通网络，更好发挥高速公路的基
础支撑和先导引领作用，全面适应我省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要求。规划新
增路线共35条、3750公里，按照功能划
分为5大类：国家城市群大通道路线10
条、1718公里，为永城至灵宝高速公
路、沈丘至卢氏高速公路等；郑州都市
圈辐射路线4条、315公里，为郑州至洛
阳高速公路、郑州至焦作高速公路等；
洛阳都市圈联动路线5条、385公里，为
沁阳至伊川高速公路、沿太行山高速公
路西延、济源至新安高速公路等；大别
山革命老区对外通道路线7条、565公
里，为商城至麻城（豫鄂界）高速公路、
确山至阜南（豫皖界）高速公路等；拥堵
路段分流路线9条、767公里，为沿黄高
速公路、郑州至南阳高速公路等。

此外，规划期内，我省还将扩容改
造路线共15条、2738公里，在已建成高
速公路规划新增出入口154个。全省
高速公路网总体采用纵横通道和联络
线相结合的布局形式，由16条南北纵
向通道、16条东西横向通道和6条省会
联络线组成，总规模约13800公里，省
际出口68个，基本实现“市市有环线、
县县双高速、乡镇全覆盖”。

《规划》第一阶段至2025年，通车
里程达到10000公里以上；第二阶段至
2035年，通车里程达到 13800 公里。
远期展望至2050年，要推动高速公路
智能化发展，促进大数据、互联网、人工
智能、区块链、超级计算等新技术与高
速公路深度融合；推动高速公路绿色集
约发展，促进资源节约高效利用，强化
生态环境保护修复，高速公路节能减
排、资源节约、生态保护水平达到国内
领先；推动高速公路与其他产业融合发
展，培育“高速公路+产业”的新业态、新
模式。到2050年，高速公路网络布局
和运输能力有效满足经济社会发展要
求，交通安全水平、治理能力、文明程度
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全面服务和保障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③6

农业保险作为分散农业生产经营
风险的重要手段，对推进现代农业发
展、推进乡村振兴、改善农村社会治
理、保障农民收益具有重要作用。今
年 7月初，省政府下发了《关于加快推
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建设农业现代强
省的意见》，要求推进“十大行动”，实
现农业发展“六高”目标和“六化”方
向，全面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文件
指出，要创新农村金融支持政策，推动
农业保险扩面、增品、提标，完善风险
保障机制。

近年来，漯河市以高标准农田建
设、优质高效粮食和畜产品生产、特色
种植养殖产业发展为抓手，持续推进
农业经济转型升级。尤其去年以来，
漯河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2019年 3月 8日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
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提出的

“延伸粮食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
供应链”的要求，对全市食品产业现状
深度调研、系统谋划，出台了《坚持“三
链同构”着力打造完善丰满的绿色食

品产业生态的工作部署》，拿出47条具
体措施深化“三链同构”落实，推动全
市农业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目前，全市规模以上食品企业增加
值、营业收入、税收分别占全市规上工
业的 47.3%、57%和 70%；食品企业年
营业收入约1800亿元，占全省的1/6、
全国的 1/60；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总
产值达到 4.5∶1，成为全省万亿食品产
业集群的重要支撑。

漯河市农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离不开农业保险的创新运用。近年
来，各保险机构围绕我市农业发展需
求，不断创新产品种类和服务方式，为
漯河农村居民生产生活及产业发展构
筑起一道坚固的风险保障。2019年，
全市农业保险规模达 13835.22 万元，

与“十三五”初期相比，增长了57%；农
业保险全年累计赔付8966.93万元，有
力促进了农业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和农
民收入稳步提升。

下一步，漯河市将创新农业保险运
用思路，在更宽领域、更大空间发挥保
险的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治理功
能，更好满足“三农”领域日益增长的风
险保障需求，为全市农业高质量发展

“十大行动”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创新模式助“三链同构”提

速。作为全国食品名城，我市食品产
业中大量原料、辅料等生产要素在漯
河区域内实现配套，形成了一二三产
业有机联动的完整产业闭环，是“三链
同构”发展效能在我市的具体体现。
近期，省农信担保与中原农险携手合

作，提出了“保险增信+融资贷款”模
式，将保险与担保有机结合，嵌入食品
产业生态全链条，从育种、种植、收储、
初加工、精细加工到贸易环节，多点参
与，为种植大户、流转企业、食品生产
企业等多元主体提供个性化风险保障
和融资服务。同时，政府、银行、企业
积极参与，提供各自要素，共同打造

“政银企担保”五位一体联动模式，为
深化“三链同构”提供了更加全面的综
合性金融服务。

——拓展领域为高标准农田建设
管理助力。高标准农田建设是一项基
础工程、富民工程，是农业高质量发展
的基本要素保障。近年来，我市高标
准农田建设成效显著，目前，全市高标
准农田面积已提升至 168.2 万亩。在

中央和省级政策支持下，农业保险在
大田作物中长期稳定地发挥物化成本
损失的风险保障作用，在高标准农田
建设中，创新性开展完全成本保险、天
气指数保险、耕地地力指数保险等更
高价值的保障，从更多层面保障粮食
安全。拓展基础设施保险，将高标准
农田基础设施的损坏、管理及维护纳
入保险服务范畴，全方位为高标准农
田建设聚力。

——持续发力为特色产业发展护
航。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是农业高质量
发展的方向之一，在特色农业产业发
展过程中，除科技支撑、政策支持外，
特色产业如何更好提升价值、规模发
展、高效带动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
题。近日，我市专门研究出台了《漯河

市地方特色农业保险试点工作方案》，
市县两级财政每年安排 2300 万元专
项资金作为配套，为辣椒、大蒜、香菇、
肉羊、肉鸡等规模化、产业化特色农产
品提供风险保障，进一步建立健全特
色农业风险防控体系，有效推进农业
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近年来，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三链同构”的有力推进，漯河市
农业经济发展逐步迈向集约化、规模
化、专业化，以高品质的市场需求引导
差异化供应，农产品供给从当初的关
注“产量”过渡到了注重“质量”。在下
一步我市农业高质量发展“十大行动”
推进中，我们重点在探索新模式、推出
新思路上发力，全面发挥农业保险在
农业发展中的助推器作用，为农业高
质量发展、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党政干部党政干部
谈 农 险谈 农 险

创新农业保险运用 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漯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乔彦强谈农险创新运用

本报讯（记者 王延辉）今年上半年，郑州
机场客货运规模继续保持中部地区“双第一”，
中欧班列(郑州)开行439班、货值17.8亿美元，
郑州跨境电商交易额完成65.4亿美元、同比增
长12.6%……近日，《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高
水平对外开放工作情况的报告》经郑州市十五
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一项项
翔实的数据展现出郑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的良好态势。

近年来，郑州市围绕打造国际交通枢纽门
户、对外开放体系高地、参与国际合作高地，深
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
质量发展。

今年以来，四条“丝绸之路”建设提质增
效，夯实国际交通枢纽门户地位。推动“空中
丝绸之路”强基扩面，深化郑州—卢森堡“双
枢纽”战略合作。上半年，郑州机场完成旅客
吞吐量801.1万人次，货邮吞吐量25.5万吨、
同比增长21.5%。推动“陆上丝绸之路”增量
提质，实施“中欧班列（郑州）+”工程，构建“一
主两翼”国际货运路线，网络遍布 30多个国
家，成为国家5个中欧班列集结中心之一。上
半年，中欧班列（郑州）开行439班，货值17.8
亿美元、货重 27.7 万吨，同比分别增长 6%、
17.8%。推动“网上丝绸之路”创新引领，E贸
易辐射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入选全国10个
跨境电商B2B出口监管试点城市。上半年，
跨境电商交易额完成 65.4亿美元，同比增长
12.6%。推动“海上丝绸之路”无缝衔接，加强
与青岛、天津等沿海港口合作，上半年，海铁
联运完成8612标箱，同比增长67.7%。

未来一个时期，郑州将加快落实高水平
对外开放三年行动计划，力争三年对外开放
主要指标跃居内陆地区第一方阵。具体来
说，郑州将充分发挥“四路协同”集合效应。
推进东航等战略合作协议尽快落地，持续加
密航线网络；争取新增郑州航空口岸国际邮
件进口功能，力争年底实现“双向运邮”；做好
全网进出口国际邮件集散分拨工作，打造全
国第四大国际邮件集散口岸。实施“中欧班
列（郑州）+”工程，确保全年开行1100班。引
进和培育互联网龙头企业，做大做强跨境电
商产业集群，全力推进跨境电商进口药品和
医疗器械试点工作。强化与中铁联集及青
岛、天津等港口的合作，建设以东向为主的铁
海联运国际通道，确保全年完成班列运送货
物1.2万标箱。③6

本报讯（记者 陈辉）9月 10日，由全国工商联主
办的2020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峰会在北京举行，发布
了2020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我省共有15家企
业上榜，上榜企业比去年多2家，洛阳钼业位居河南入
围企业第一名。

2020年民营企业500强入围门槛达202.04亿元，
比上年增加 16.18亿元；营业收入总额 30.17万亿元，
增长5.85%；资产总额36.96万亿元，增长6.78%；税后
净利润 1.39万亿元，增长 8.06%。营业收入前三名分
别是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苏宁控股集团、正威国际
集团有限公司。

我省15家上榜企业分别是：洛阳钼业、双汇发展、
中瑞实业、天瑞集团、宇通集团、正商集团、建业控股、金
利金铅、万洋冶炼、龙成集团、金汇不锈钢、信阳钢铁、牧
原实业集团、济源钢铁、黄河实业。15家上榜企业营业
收入总额5275.73亿元，资产总额8133.09亿元。

其中，洛阳钼业位列榜单110位；双汇发展列榜单
第 134位；中瑞实业居榜单第 151位。两家新上榜企
业为安钢集团信阳钢铁有限公司、牧原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在民营企业服务业 100强榜单中，除了中瑞实
业，我省今年新增正商和建业两家企业，排名分别为
73位、74位。③6

□本报记者 李晓舒

一头干净的板寸，爱穿黑T恤、西装裤，右
手夹着采访包，见人“自来熟”，金丝眼镜后的
眼睛总是弯弯的，散发出善意的微笑，这就是
我的同事，河南日报报业集团驻驻马店记者站
站长杨晓东。

杨晓东家在武汉。今年春节前夕，他刚回
武汉探亲两天，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就发生了。
1月 23日，武汉全面封城。1月 26日晚，河南
省派出第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奔赴武汉。为
第一时间记录这一重要历史事件，河南日报报
业集团决定让杨晓东就地转为“战地”记者，跟
随医疗队采访。

回到曾在这里读书、生活，承载了自己许
多美好回忆的城市，这一次，杨晓东却笑不起
来了。

阴雨连绵的天气笼罩着空荡荡的城市，原
本人声鼎沸的街道只能听到救护车的鸣响。

“刚开始确实让我感到绝望和焦虑，透不过气，
真是感觉大难来临了。”杨晓东说，当时，各种
谣言满天飞，作为党报新闻工作者，要增强自
己的判断力，更要凸显主流媒体定盘星、压舱
石的价值担当。特别是看到同行的河南医护
人员不惧牺牲，置自身生命于度外，视病人如
亲人、豫鄂一家亲的担当奉献，作为记者的职
业责任感、使命感油然而生。他顶住身心的巨
大压力，坚持为事实真相发声，以每天一篇的
频率，推出了《我们来就是要打硬仗的》《有爱
的生命才有温度》等50余篇武汉直击稿件，传
递了聚合力与正能量。

2月 10日，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武汉前方
报道组临时党支部在武汉成立，杨晓东任临
时党支部书记。他一方面为大家积极协调防
护器材，尽最大努力保障前方记者安全，常常
为大家的安危寝食难安；一方面时刻关注疫
情变化，带领大家团结一致，将最真实的“战
斗”场面传回本部，推出了《战“疫”使者——
记奋战在武汉抗疫一线的河南医护人员》《郑
医护士邵青青：以心换心，用爱战疫》等一大
批催人泪下、传递温暖、点燃希望的新闻报
道，产生了广泛影响。

“把恐惧变成勇敢，是我这一生的光彩。”
有医护人员这样说道。抗疫期间，杨晓东每天
都被医护人员的精神鼓舞着，他的笑容也一点
点被找了回来：“医疗队是真正的英雄！正是
在采访过程中，我被他们的奉献精神驱散了恐
惧，点燃了希望！”

抗疫期间，他多次流着泪、用颤抖的笔记
下一个个感人的瞬间：有不远千里来到武汉重
症病房里做保洁员的义工、有绽放生命奇迹的
首批治愈出院的84岁的老人、有命悬一线两人
相互鼓励生死相守的亲兄弟、也有因疫情失去

亲人而遭受巨大心理创伤的普通武汉人……
采访期间，还有很多震撼人心的话语让他

铭记终生。有的病人说，“有时候生命脆弱如
纸，但更多的时候却坚韧如山”；有的病人对护
士说，“说天上星星很亮的人，是因为没有看到
过你们的眼睛”；还有的人说，“没有你们，我都
走了不知道多少天了”；抗疫最后的时刻，春天
也快要来到，有病人给护士写诗，赞美她们是

“报春人”……
“这次战‘疫’凸显了党的光辉和伟大，凸

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凸显了中华民族
是一个生生不息战无不胜的伟大民族，凸显了
在灾难面前每一个普通人所奉献的涓滴细流
也能汇成波澜壮阔的时代洪流。”杨晓东说。

由于在抗疫过程中的突出表现，杨晓东被
评为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杨晓
东说，作为一名党的新闻工作者，将更加牢固
树立“四个意识”，认真践行“四力”，用带有温度
的笔触，为这个伟大时代放歌、为这个伟大时
代抒写。不仅要成为伟大时代的记录者，也要
成为参与者、推动者，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贡献属于自己的力量！③4

用温情抒写时代的“战地”记者
争做 河南人

郑州“四路并举”
打造国际枢纽门户

2020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发布

我省15家企业上榜

穿山越岭的洛栾高速公路已成为豫西南山区的经济大动脉（9月7日摄）。洛栾高速
是洛阳和栾川之间的“高速经济通道”，全长129公里。连接了连霍高速、郑少洛高速、二
广高速公路，有效补充了我省的高速公路网络。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本报讯（记
者 李凤虎）微信
是我们日常使用

的社交平台，近期利用微信诈骗案件多发。9月10日，
省反虚假信息诈骗中心发布安全防范提示，微信支付
方便的背后却“藏”着陷阱，不要安装来源不明的软件，
不要轻易点击来源不明的网址链接，不要扫描未确定
安全性的二维码。

“快递”陷阱：骗子将微信头像伪装成快递公司，添
加受害人的微信，谎称将快递弄丢了，打算全额赔款，
然后诱导受害人点击所谓的“赔款链接”，或让受害者
扫描二维码，从而实施诈骗。

“砍价”陷阱：骗子以“只要邀请朋友在链接页面中
帮忙‘砍价’至 0元，即可免费获得该产品”为噱头，诱
惑客户点击链接并填写个人资料，骗子则利用这些信
息骗取客户绑定的银行卡内现金。

“红包”陷阱：认识多年的好友突然在微信上向你
求助？小心，这很可能是骗子。骗子冒充是受害人的
熟人，要求其“帮忙”，并将受害人拉入一个微信小群，
以“转账上限”“帮忙付款”为借口，让受害人帮忙将钱
款以红包的形式发到群里，群里另一人将红包领走，由
于是“熟人”，受害人往往放松警惕，按照要求发送红
包，从而造成财产损失。

“安全提示”陷阱：骗子潜伏在用户微信好友名单
中，并将自己的头像、名称变成类似某些单位或机构的
官方账号，然后伺机发送所谓的“安全提示”，并在其中
夹杂非法链接，要求用户进入链接进行重新认证，进而
实施诈骗。③5

杨晓东近照⑨3 作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