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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手记

乡村名片

后地村位于三门峡市城乡一
体化示范区大王镇黄河南岸，黄河
从西北东三面绕村而过。全村有 9
个 村 民 小 组 、560 户 、2260 口 人 。
1953年，因黄河三门峡段要修建大
坝，后地村被划入淹没区及塌岸
区，成为移民对象。1956 年春，后
地村第一批村民迁往甘肃省敦煌
县。1970 年至 1979 年，外迁村民
陆续返回后地村。全村现有耕地
732亩，栽植枣树8000余亩。③6

黄河与后地村的关系就像一对母子。

黄河给了后地沙土地、滩涂和湿地，后地人

因势种枣树、种黄豆、养鱼；后来，后地村

“长大了”，反哺黄河，取缔了破坏性开发项

目，种植莲藕、果树、速生林，涵养水源、防

风固沙，保护环境。

然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是个宏大的课题，后地村做了很多，还有

很多要做。现在，摆在后地人面前的新课

题之一是如何在对黄河保护性开发的基础

上，让更多人了解后地村，了解古枣林，这

一点后地村正在摸索。③6

倾听河南脱贫故事
百名记者进百村

扫码看视频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小萍 龚鸣

未入村庄，先见枣林。9月 9日，在通
往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大王镇后地
村的路上，两旁挂满枝头待采摘的大枣，惹
人垂涎。

“白露下枣。”后地村村民张怀喜今年
69 岁了，兄弟 4 个有一片 15 亩大的古枣
林，后来又种了15亩，如今 30亩枣林都由
他管理。张怀喜不仅种枣，还是枣经纪人，
收购、分销，将后地村的大枣销往全国各
地，“沙土地种出来的枣肉厚、皮薄、核小，
很受欢迎。”

在三门峡，人人都知后地大枣好，知道
后地村的这片川塬古枣林。这一切源于黄
河。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后地人靠着黄
河岸边的沙土地就‘吃’枣。”后地村党支部
书记樊国正介绍，后地村种植枣树的历史
可追溯到唐宋年间，现存明末清初栽植的
枣林2000余亩、3万余株。

在后地村，枣树是“致富树”，见证着后
地村的兴衰变迁，村民对枣树很有感情。
走进后地村，林中有村、村里见林，道路曲
折、曲径通幽。为了保护好古枣树，村民建
房刻意避开枣树。走进枣林，古枣树依其
形态，各有姓名，或曰虎踞龙盘，或曰老来
得子，或曰四世同堂……村民自发在古枣
树四周修建护栏，既美观又不影响打枣。
后地村先后被评为“河南省最美乡村”“河
南省首批康居示范村”“三门峡市新农村建
设重点村”。

黄河造福后地，不只沙土地上的枣
林。水涨水落，形成湿地滩涂，后地黄河湿
地已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原先黄河上有 60多艘渔船搞餐饮，
吃喝拉撒全在河上，黄河就被污染了。”樊
国正说，去年，后地村把渔船餐馆全部取
缔，帮助他们上岸经营，又拆除大型鱼塘、
熏枣厂，栽植莲藕、杜仲，黄河湿地生态环
境得到显著改善。为了防风固沙，后地村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在黄河边陆续种植
核桃、葡萄等经济林，目前村域林木覆盖率
达60%以上。

29岁的杨帅是土生土长的后地人，6
年前他从爷爷手中接管了300亩莲藕。“黄
河边特有的绵沙土地，让后地生的莲藕通
直，又大又白。”杨帅说，“后地的莲藕收获
时不用水枪打，坚持人工铁锹挖，人工挖出
来的藕存放时间长。”

千亩荷塘还引来白天鹅、大鸨等鸟类
来此越冬。“冬天来后地看白天鹅，春天来
赏杏花，夏天观赏荷花，秋天品尝大枣。”樊
国正说，环境改善了，来后地村的游客也多
了起来，“后地村这么好的资源不能捂在手
里，要展示出去，让外地人都知道咱们的古
枣林、咱们的黄河湿地。”③6

本报讯 9月 12日，河南省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推进会议暨省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第四次
会议在郑州召开。全省各界纷纷表
示，要抓住国家战略机遇，聚焦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治理，牢记嘱托建设造福
人民幸福河。

“会议强调，要牢牢守住水旱灾害
防御的底线，全力保障黄河的长久安
澜，赋予了河南黄河河务部门重大责
任担当和使命。”河南黄河河务局局长
张群波说，河南黄河河务局将在省委
省政府正确领导下，加快推进引黄涵
闸改建、黄河下游‘十四五’防洪工程
等重点防洪工程建设，实施河道和滩
区综合提升治理，进一步健全防洪减
灾体系，确保黄河防洪安全。要加快
推进黄河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科学
调度和优化配置水资源，确保黄河供
水安全。加快推动黄河河道生态系统
修复，确保黄河生态安全。致力打造

大江大河治理保护的河南标杆，为让
中原更加出彩贡献黄河力量。

“会议的召开让我们倍感振奋，为
今后开展工作进一步明确了方向。”省
水利厅党组书记刘正才说，将认真贯
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加强水生态环
境保护，实施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开展
河湖“清四乱”专项行动，坚决打好黄
河“清四乱”歼灭战。开展桃花峪水库
建设前期研究，实施黄河下游河道防
洪等工程，不断提升防洪减灾能力。
加快构建水资源节约集约制度体系，
确定水资源开发利用上限和主要河湖
生态流量底线，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
利用。

省自然资源厅党组书记刘金山说，
去年以来，全省自然资源系统深入落实
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围绕“上段治
山、下段治滩、全域建廊”，全力实施“百
千万”试点工程，加快推进规划编制、沿
黄生态廊道建设、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

理、滩区耕地高效利用、“一河两路”清
查整治等重点工作。“未来，我们将按照
此次会议要求，以沿黄生态廊道建设为
根本抓手，抓住今冬明春两个植树节的
有利时机，深入开展生态保护治理集中
攻坚行动，高效率、高质量推进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
福河。”刘金山说。

“会议提出，生态保护是先手棋，
高质量发展是必答题，让我深受启
发。”河南农业大学林学院生态学副教
授郭二辉说，建议开展调查与监测，增
加中下游河段生态流量，恢复河岸滩
涂湿地的面积与景观连通性；构建多
目标、多功能的生态廊道与生态格局，
为区域生态平衡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提
供基础；研发山水林田湖草的综合治
理模式与技术系统，提升流域的整体
生态服务功能，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
发展。③9
（记者 曾鸣 高长岭 李运海 陈慧）

□本报记者 龚砚庆 实习生 钱程

9月14日，2020年中国农民丰收
节开幕倒计时第8天，继倒计时第40
天探访过后，记者再次走进我省主会
场——开封市祥符区西姜寨村爱思佳
农业嘉年华，看看会场新面貌、新变化。

临近中午，天气正热，偌大的会
场区域内依然是一片忙碌景象。和
上次来探访时相比，工人数量明显增
多。主展馆、建业大食堂、六大主题
场馆、户外广场等，处处可见工人、设
计人员在忙个不停，各类机械设备、
建筑装修材料几乎把空地占满。

一个个场馆、一处处施工现场
逐一走下来，记者虽然感觉“大头已
落地”，但剩下的工程量还非常大，
不到一周的时间能拿下来吗？

“放心吧，不会有问题。”守在现

场的一名西姜寨乡政府工作人员表
示，现在每天上的工人有3000多名，
24小时轮班不停歇，按照排定的时
间节点，20日将全面完成扫尾工作。

变 化 最 大 的 是 建 筑 面 积 近
7000 平方米的蔬汇高科、汴州粮
仓、花开盛世、扶正本草、果趣农乐、
汴都水韵六大主题场馆。记者走进
正在施工的4个场馆，看到场馆主题
已清晰显现，各类绿植、作物、传统
农具、最新科技设备等已布置到位，
工人正在完善细节。

“与前两届不同的是，我们想通
过今年的丰收节活动，把乡村振兴
的美好前景全面展示出来，彰显黄
河流域农耕文明的‘三农’盛会特
色。”来自北京的项目设计公司现场
负责人介绍。

据了解，与往年相比，今年的主

会场活动不仅设立了民俗节目展
演、农产品市集、丰收饺子宴等，实
现传统意义上的“庆丰收、晒丰收、
话丰收、享丰收”，更通过开封市乡
村振兴“1+6”示范带的实践探索，向
广大农民和社会各界展示现代农业
发展的美好未来。

同时，开封市计划延长丰收节活
动时间，将其与第 38届开封菊花文
化节相衔接，持续打造乡村文化符
号、提升影响力。“本着节俭、节约、充
分利用的原则，丰收节活动结束了，
这里将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展示区
和体验区，设计每年200万游客的接
待量，让大家在了解农业技术进步、
带动周边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同时，
也感受到农业生产生活的不易，在以
后的生活中不浪费一粒粮食。”乡政
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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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担当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

“把乡村振兴的美好前景全面展示出来”
——再访2020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河南主会场

强企业看河南005
□本报记者 李旭兵

前不久，随着小鹏汽车在纽交所上
市，广州开发区的上市企业数量达到
60家，总市值超1万亿元。目前广州开
发区科技企业总数突破 2万家，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超过 2000家，科技创新指
标居全国 219 个国家级开发区之首。
面对这样的成绩单，人们不禁要问，这
里何以成为科技企业成长和上市的沃
土？

9月 8日，参投小鹏汽车的广州开
发区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开
发区金控”）党委书记、董事长兼粤开证
券董事长严亦斌解析了这一系列“第
一”背后的秘籍。他说，培育科技企业
也需要十年磨一剑的韧劲和甘坐冷板
凳的耐心，如果当初急功近利搞房地
产，那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广州开发区高

科技产业集群高地。同时，广州开发区
敢为人先，在引进项目、战略投资等方
面都做了前瞻性的产业高地布局。

“真正的高端园区，不是什么都做，
而是围绕优势产业做大做强。”严亦斌
说，广州开发区有完整的产业链条，目
前已经形成四大千亿产业集群，同时通
过政策补贴、奖励等方式鼓励企业上
市，并提供全方位的企业上市引导和服
务，比如对在境内资本市场上市的企
业，分阶段给予总额600万元奖励。“开
发区金控”作为开发区科技金融国企的

代表，2019年并购引入粤开证券，为广
州开发区引入首家国资控股的全国性
金融机构，并助力开发区首获惠誉国内
区级政府最高评级，为开发区建设更好
的营商环境，2019 年广州开发区荣获
全国经开区营商环境第一。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央提出逐步形成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
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河南如何
抓好机遇？严亦斌认为，河南有几个
优势，第一，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河南要积极提出有关建
议，争取纳入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
第二，要围绕大交通、大物流，吸引布
局相关优势产业；第三，要充分发掘文
旅资源，展现好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中原是公认的中华文明的主要发源
地，应该把这方面的资源充分挖掘好、
利用好、包装好、推广好；第四，发展现
代农业和粮食、水果深加工，河南优势
空间非常大；第五，升级河南装备制造
业，打造智造新时代。③9

培育科技企业需要十年磨一剑
——访广州开发区金控党委书记、董事长严亦斌

广州开发区金控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严亦斌。⑨3 本报记者 李旭兵 摄

金秋时节，鄢陵县彭店镇花生正值收获季，从空中俯瞰，田野阡陌纵横，呈现出一派秋收的喜人景象（9月 10
日摄）。⑨3 牛书培 摄

“瞰”秋收

后地村的大枣成熟了。⑨3 河南报
业全媒体记者 龚鸣 摄

后地村的枣林中，百年古树掩映其间。⑨3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龚鸣 摄

··黄河岸边这一年黄河岸边这一年走向我们的走向我们的小康小康生活生活

□本报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烜
本报通讯员 李永帅

9月 8日，在许继集团柔性输电公
司±800千伏特高压/5000兆瓦柔性
直流输电换流阀生产车间，身穿蓝色
制服的工人与机器人并肩工作，一组
组性能优良的换流阀等待外运。

“我们的订单和发货量均创下了
历史新高。”该公司总经理胡四全说，
仅国家西电东送重点工程——乌东德
电站送电广东广西特高压多端直流示
范工程的订单，价值就超过8亿元。

“能拿下这个大单，靠的是‘硬实
力’。”许继柔性输电公司换流阀技术开
发部经理韩坤介绍，面对世界上首个特
高压多端混合直流工程带来的技术难
题，许继集团技术团队夜以继日开展科
研攻关，攻克了十多项特高压关键技术
难题，尤其是“黑模块可靠旁路技术”的
应用，解决了“任意工作状态下单一模

块故障引起系统闭锁”的世界级难题。
“所谓‘黑模块’，是指因元件故障

导致换流阀运行信息无法上传从而失
去控制的功率模块，如同断了线的风
筝，带来的风险无法预知。过去遇到这
样的问题，要关闭整条线路、闭锁整个
系统。‘黑模块可靠旁路技术’相当于为
这只风筝创造性地增添了新功能，让它
即使断了线也不会乱飞，为柔性输电系
统可靠运行保驾护航。”韩坤说。

“从最初的‘跟跑’，到后来的‘并
跑’，再到如今的‘领跑’，我们已经为
全球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提供了
50%的‘心脏’（换流阀）和 75%的‘大
脑’（控制系统）。”许继集团副总经理、
总工程师姚为正说，许继集团在特高
压等领域实现了核心技术突破，参与
了国内全部18个已建、在建的特高压
输电工程建设，主持或参与制定了96
项国际标准、314项国家标准，获得省
部级以上科技奖励 219项，数十项创
新产品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得益于创新驱动等因素，上半年
许继集团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4.59%，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316.91%。”姚为正
告诉记者，许继集团坚持每年把营业

收入的 6%投入到新产品开发中，先
后承担我省重大科技专项12项，产生
直接经济效益逾百亿元。

既在“中国地图”上找出路，更在
“世界地图”上找市场。许继集团在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中加快全球化步
伐，成功中标巴基斯坦默蒂亚里—拉
合尔±660千伏直流输电工程、土耳
其凡城600兆瓦背靠背换流站工程等
多个海外标志性项目。

“我们能较快克服疫情等不利影
响，取得优异发展‘成绩单’，与省委、
省政府及许昌市委、市政府的支持密
不可分。”姚为正说。

疫情防控期间，许昌市采用“链长
制”，梳理并推动176家产业链配套企
业及物流企业复工复产，助力许继集团
的生产秩序和产能快速恢复，从而为

“青电入豫”“张北柔直”等重点电力工
程建设提供了有力的装备和技术支撑。

“企业直接参与市场竞争，对科技
需求最迫切，对技术创新最敏感。”许
昌市科技局局长张仕民表示，许昌市
将继续发挥市场对创新资源配置的引
导作用，推动许继集团等重点企业围
绕市场需求释放创新潜能。③6

上半年营业收入增长34.59%，利润总额增长逾300%

许继集团的创新“密码”
企业一线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