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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抗疫英雄 弘扬抗疫精神
河大抗体药物研发团队：用科研
成果保卫人民健康
王国胜：带领驼人团队18天研制
出“新型盔甲”，护卫白衣战士 扫码看抗疫故事

出彩路上，你我这样走过

河南省“决战脱贫攻坚 决胜全面小康”系列新闻发布会

我省贫困人口全部实现饮水安全
新闻发布厅

□本报记者 赵力文

南阳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
水源地和渠首所在地，走好绿色发展
之路、确保一渠清水永续北送，是义
不容辞的政治责任。就贯彻落实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强生态环境保
护有关问题，南阳市委书记张文深近
日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问：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

水源地和渠首所在地，南阳是如何践

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

答：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大
水缸”和“水龙头”所在地，南阳始终
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
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全力防污治污，厚植生态优势，加快
绿色发展。南阳出台了《生态文明建
设促进条例》《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白河水系水环境保护条例》等法规，
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考评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指标，坚决不要灰色、黑色
GDP，着力打造全国绿色发展先行
区。全市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南水北
调中线累计送水超过 320亿立方米，
水质稳定保持在Ⅱ类以上标准；2019
年空气质量连续 6个月达到国家二
级标准，今年前 9个月空气优良天数
同比增加 70天；“十三五”以来，万元
GDP能耗累计下降21.8%。

问：南阳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

质保护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

答：主要是做好“治、管、建”三篇
文章。

“治”就是狠抓环境整治，坚决防
污治污。在库区和干渠沿线大力整治
工业点源、农业面源、生活垃圾污染，
先后否决、终止超过 430个各类工业
项目，关停1100多家企业，关闭搬迁
1500余家畜禽养殖场，取缔5万多箱
库区养鱼网箱。在汇水区完成 29万
亩退耕还林，开展3300亩石漠化试点
治理，累计完成92条小流域治理。

“管”就是突出常态长效，抓实日
常管护。建立保水质护运行长效机
制，组建巡查队伍，强化区域应急协
调联动，做到问题日报告、月梳理、集
中解决。创新实施“互联网+护水”机
制，对重点部位 24小时实时监控，实
现科学化、规范化、常态化管理。

“建”就是加强生态建设，构建绿
色屏障。持续推进国土绿化，开展“两
山”擂台赛，实施总投资125亿元的国
储林项目。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以
来，全市造林 361 万亩，汇水区造林
132 万亩，环丹江口库区造林 5.2 万
亩，汇水区森林覆盖率达 55%以上。
在干渠两侧建设生态防护林带，被国
务院南水北调办评为“全线示范”。

问：南阳地跨长江、淮河、黄河三

大流域，境内河流众多，在落实河长

制方面有什么好的做法？

答：南阳探索推行“全域党建+河
长制”，形成“党政负责制、部门协作
制、行业网格制、绩效评价制，治乱法

制化、治理系统化、监管信息化、参与
全民化”的工作模式，实现境内 266
条河流管护责任全覆盖。

一是全域党建强引领。把支部
建在河上，5000多名党员冲锋在前，
成立 4个市级河流管护联合党委、8
个县区河流管护联合党总支，成为巡
河护河的坚强堡垒。建立“河长+检
察长+警长”联动机制，实现行政执
法、刑事司法和检察监督有机衔接，
解决了一批河湖治理“老大难”问题。

二是精准施治克顽疾。坚持依
法治水，开展打击河道非法采砂专项
行动、河湖“清四乱”行动、入河排污
口排查整治及“溯源行动”、侵占水域
岸线和违建别墅问题排查等专项整
治，解决了一批突出问题，“四水同
治”取得明显成效。

三是“千村万塘”惠民生。将坑
塘管理纳入河长制体系，在全省率先
推行“塘长制”，开展“千村万塘”综合
整治，全市已整治坑塘1.7万余座，累
计投资10.17亿元。通过“小坑塘”整
治，助力“大生态”，惠及“大民生”。

问：南阳如何实现生态保护和经

济发展双赢？

答：南阳大力实施项目建设、科
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两轮两
翼”战略，重抓重推建设先进制造业
强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全国
健康养生之都、建设国内知名的生态
文化旅游目的地等九个重大专项，加
快转型升级、绿色发展。

突出创新驱动，着力建设先进制造
业强市。以高端制造、智能制造为主攻
方向，推行科技创新券、科技贴息贷款
等举措，着力培育装备制造、绿色食品、
纺织服装等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
新能源、新材料、光电信息等战略性新
兴产业。光电信息产业园、防爆产业园
等一批园区正向百亿级迈进，高新技术
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20%。

立足特色优势，着力建设现代服务
业强市。大力发展文化旅游、健康养老
等特色产业，做好生态资源保护性开
发，建成 6个国家级和省级自然保护
区、18个国家级和省级森林（湿地）公
园，2019年旅游综合收入达488亿元；
着力建设张仲景健康城，推进中医药产
业发展，中药产品年销售收入突破200
亿元，一批医养结合基地建成投用。

擦亮渠首品牌，着力建设现代农
业强市。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大力发展绿色有机农业，成功创
建国家农业综合标准化示范市、全国
首个国家级食品农产品出口质量安
全示范市，绿色有机农产品基地认证
面积 138 万亩、认证产品数量 326
个，均居全国地级市之首。

生态兴则文明兴。下一步，南阳将
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自觉肩
负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生态保
护与建设的重要使命，把政绩写在绿水
中，把丰碑刻在青山上，为谱写中原更
加出彩的绚丽篇章贡献力量。③6

书记（市长）谈生态环保

厚植生态优势 呵护一渠清水
——南阳市委书记张文深谈生态环保有关问题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10月 13
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河
南省“决战脱贫攻坚 决胜全面小
康”系列新闻发布会之水利扶贫和
农村饮水安全专场发布会上获悉，
我省大力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
设，助力脱贫攻坚，截至今年 6 月
底，我省贫困人口全部实现了饮水
安全。

省水利厅副厅长吕国范介绍，截
至今年6月底，我省已经实现了任务
清零、问题清零、贫困人口饮水
安全百分之百动态达标
的目标。全省共建成
农村集中供水工程
21119 处 ，集 中
供水人口 7600
万人，集中供水
率 达 到 93% 、
自来水普及率
达到 91%，超额
完成了全国“十
三五”规划农村集
中供水率达到 85%
的目标。

为圆满完成农村饮水
安全脱贫攻坚的目标，省水利扶贫
工程指挥部提出，到 2020年实现贫
困人口饮水安全100%达标，农村饮
水安全工程从“源头”到“龙头”的
100%全过程管理。今年我省把脱
贫人口在 5000人以上的 20个县和
计划脱贫的 52 个贫困村农村饮水
安全工作实行挂牌督战。水利部门
开通了省、市、县三级 196个监督电
话、171个监督邮箱，将群众反映的
和暗访发现的饮水安全问题建立台
账，进行及时整改。

“十三五”以来，全省水利系统共
落实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建
设资金 94.08亿元，其中，中央资金
16.1亿元，省级资金17.11亿元，市县
自筹资金 60.87亿元，共覆盖 14808
个行政村，受益人口2418.16万人。

按照省政府提出农村供水“规
模化、市场化、水源地表化、城乡一
体化”的工作思路，我省今年开始推
进饮用水水源地表化，把平顶山、濮

阳确定为市级试点，新郑等 21个县
（市、区）确定为县级试点，先行先
试。濮阳市清丰县、南乐县已建成
以地表水为水源的集中供水厂和城
乡供水一体化的管网，实现了“同
源、同网、同质、同管理、同服务”。

省水利厅副厅长戴艳萍介绍了
水利扶贫工作情况，省水利厅每年
安排投资计划优先向贫困地区倾
斜，“十三五”期间累计向贫困地区
安排投资248.89亿元。如在淮河流

域蓄滞洪区建设、大中型病险
水库水闸除险加固、中小

河流治理、小型病险
水库除险加固等项
目安排上，优先
安 排 贫 困 地 区
项目，部分应由
贫困县承担的
地方配套资金
由省级全部承
担。5 年来，我

省实施完成了出
山店水库、前坪水

库、淮河干流一般堤
防加固、淮河流域蓄滞洪

区建设等一批流域防洪重大工程，
有力地提高了淮河流域尤其是淮河
干流防洪保安能力；安排实施了史
灌河、伊洛河、洪汝河、唐白河、贾鲁
河等贫困地区骨干河流治理工程和
白露河、潢河等贫困地区中小河流
治理项目，综合整治河长 1500多公
里，提高了河流防洪除涝标准，进一
步完善了贫困地区防洪减灾体系，
有效改善了区域水生态环境和群众
生产生活条件。开工实施了大别山
引淮供水灌溉工程、引江济淮工程
（河南段）、赵口引黄灌区二期工程、
宿鸭湖清淤扩容工程等贫困地区重
大供水灌溉工程，可提高贫困地区
灌溉供水保证率，有效缓解区域水
资源供需矛盾。③5

上图 9月 3日，淇县卫都街道
大洼村村民侯艳玲在家接到了“放
心水”。今年，该村利用专项扶贫
资金对村里的饮用水系统进行改
造。⑨3 张胜旗 摄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10 月 13
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我省修订了用水定额
两个地方标准，此标准将于今年 12
月 2日开始施行。

省水利厅副厅长王国栋介绍，用水
定额是评价用水效率、实施节水管理的
基本依据，实施用水定额管理是水资源
管理的基本制度。省水利厅和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于2018年 5月，启动了用
水定额系列地方标准的新一轮修订工
作。新修订的河南省《农业与农村生活
用水定额》《工业与城镇生活用水定额》
经省政府批准同意，已正式发布。

此次修订内容包括农业与农村生
活用水定额、工业与城镇生活用水定
额两个方面。农业与农村生活用水方
面，新增 2 个行业 19 个类别用水定
额，修订后共计 13个行业 49个类别
437项用水定额。工业与城镇生活用
水方面，共修订 43个行业、新增 5个
行业用水定额，修订后共涉及48个行
业大类165个行业中类552个产品和

类别 1228项用水定额，此次修订中，
制定了定额的先进值和通用值。

省水利厅总规划师李建顺介绍，
定额取值结合我省实际，综合考虑国
家及水利部已发布定额的通用值和
先进值，定额通用值按样本 70%至
80%通过率分析确定，定额先进值按
样本20%至30%通过率分析确定。

按照规定，新建项目应达到先进
值，原有项目可采用通用值。新定额与
老定额相比，单位产品用水量有较大幅
度下降。如钢铁冶炼业，生铁新定额先
进值为每吨0.41立方米、通用值为每吨
1.09立方米，老定额值为每吨1.2立方
米，充分体现了“节水优先”的原则。

新修订的定额更加贴近实际、覆
盖范围更广。如小麦在南阳、豫东、
豫北的新定额从南至北依次提高，更
加贴近河南生产实际。新修订的定
额增加了中药材种植行业，增加了油
菜、红薯、怀山药、金银花及农村幼儿
园、小学和初中等 19个类别的用水
定额，覆盖范围更广。③9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李筱晗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子耀

10月 12日，走进新县耕读小镇
吴陈河镇的茅屋冲家庭农场，五颜六
色的波斯菊随风摇曳，游人嬉戏其
间，欢笑声在宁静的山村里传得很
远。远处山间民宿茅庐错落有致，与
绿水青山相得益彰。

“我们这儿美吧！但你们肯定想
不到，这里原本是荒山秃岭、杂草丛
生，一下雨，泥水四处淌，村民们戏称
为‘泥巴山’。”就在我们醉心其间时，

茅屋冲家庭农场场长岑新顺的一席
话，将我们从沉醉中拉了出来。

“变化咋这么大呢？”我们尚未开
口，旁边茅庐内光山县来的游客胡女
士接过话茬，还热情地招呼我们过去
品尝他们刚制作好的美味佳肴：“尝
尝酸菜鱼，这鱼是刚从塘里钓上来
的，菜是从农场菜园里现摘的，米饭
是用刚收的新米煮的，你们闻闻，还
没出锅，就香得很呢！”

见到周边游人都围了过来，岑新
顺兴致勃勃地讲起了茅屋冲的“发家
史”。

“吴陈河镇原本基础设施薄弱，
产业发展滞后。山里人身无长物，无
奈之下，很多年轻人外出务工。”说到
这里，岑新顺无奈地摇了摇头。

2013年春，春风拂老区，中央 1
号文件把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
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确定为“三农”工
作的重点。在外创业的岑新顺，敏锐
地捕捉到了乡村发展的新机遇，在地
方政府的支持下，他返乡创业，建起
了茅屋冲家庭农场，依靠当地良好的
生态环境，发展生态高效农业。随
后，他又联合起十余家农业产业合作
社，建起了农业物联网溯源系统，把
绿色无公害农副产品送进千家万户。

告别岑新顺，翻过农场后面的小
山，就是奇龙岭民俗文化园。云塘湖
上云朵流动，湖上小桥曲折蜿蜒。不
远处山坡上，一幅用老磨盘拼成的中
国地图图案，在青山绿水中显得特别
好看。民俗村的文化墙上，制作手工

挂面、糯米糍粑的彩画，把豫南民俗
生活场景展现得活灵活现。

“耕读小镇是以茅屋冲家庭农场
和奇龙岭民俗文化园为依托，坚持

‘农旅融合’‘文旅融合’，既体现传统
农耕文化特色，又具备农业产业功能
的旅游网红打卡地。我们将持续放
大耕读小镇的规模和辐射带动效应，
做优做强特色产业，让更多的乡亲从
中受益，助力老区加快振兴发展。”吴
陈河镇党委书记谢文彬兴奋地说。

如今的吴陈河镇，扛起耕读小镇
这根致富的“金扁担”，一头挑着绿水青
山，一头挑着产业富民，搅动山间清风，
引来八方游客，把荒山野岭变成了“世
外桃源”，让小山村处处生机盎然，幸福
也挂在了每一个村民的脸上。③6

农村饮水安全脱贫攻坚工作的
标准是什么？当天的新闻发布会对
此进行了详细解读。

据介绍，水利部与国务院扶贫
办、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制定了《农
村饮水安全评价准则》，这是农村饮
水安全评价和验收销号的依据，对水
量、水质、供水保证率、用水方便程度
等 4项指标进行了明确规定。对于
河南来说，需要满足以下标准：

在水量方面，根据丰水地区和缺水
地区进行分类规定，丰水地区每人每天
可获取的水量不低于40升，缺水地区
每人每天可获取的水量不低于20升。

在水质方面，对于千吨万人供水

工程的用水户，水质符合《生活饮用水
卫生标准》（GB 5749）规定；对于千
吨万人以下集中式供水工程的用水
户，水质应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
准》（GB 5749）中农村供水水质宽限
规定；对于分散式供水工程的用水户，
饮用水中无肉眼可见杂质、无异色异
味、用水户长期饮用无不良反应。

在用水方便程度方面，人力取水
往返时间不超20分钟，或取水水平距
离不超800米、垂直距离不超80米。

在供水保证率方面，供水保证率
要大于 90%，即一年 365天内 330天
以上供水应得到保障。③5

（本报记者 高长岭 整理）

农村饮水如何才算安全？

新闻1+1

我省修订工农业和城乡生活用水定额

耕读小镇的“农旅融合”路

开放 创新 崇文 融合——
解读孟州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内核（二）

□李霞 牛联平

今年，中原内配集团公司研发的
“5G+云平台+AI视觉算法+检测”的应
用大放异彩，已分别在汽车零部件几何
尺寸检测、表面缺陷检测、探伤等领域
实现新突破。“时代是往前走的,优秀的
企业要紧跟时代步伐不停歇地创新。”
日前，省政府主要领导在一次调研活动
中，通过AR眼镜线上观摩了该公司这
一应用后，对该公司勇于创新、推进5G
应用的理念和做法表示肯定和赞赏。

孟州市委书记卢和平说，近年来，
孟州市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持之
以恒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努力培育创新意识、创新文化，设
法营造勇于创新、包容创新的良好氛
围。坚持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并举、
承接深化与探索创新并重，不断深化
改革开放，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厚植发
展根基，加大创新力度，为孟州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更加澎湃的内生
动力。

创新为要
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坚持走创新发展之路，让孟州收
获了一连串含金量超高的头衔：“国家
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国家科技富民强
县试点（县）市”“河南省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河南省创新型产业示范区”
等。

在这些光环背后，是一大批高新
技术企业和各类研究机构、研发中心
的鼎力“加持”。据统计，目前全市拥
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3家，省级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17家，省创新龙头企业
2家，省科技企业孵化器 1家，研究与
实验发展经费支出、有效期内的高新
技术企业数量、企业申报科技项目争
取上级政策性扶持资金额度、高层次
创新创业人才（团队）引进培育等多项
工作位居焦作第一。

此外，十三五期间，该市企业共取
得省科技成果 61项，其中达到国际领

先水平 2项、国际先进水平 5项，获省
级以上科技进步奖8项。

今年以来，该市科技创新更是硕
果盈枝，中原内配集团申报的焦作市
首家“中原学者工作站”通过专家评
审；新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9家、国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备案 33家，新增省
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3家。

厚植沃土
创新环境不断优化

通过申请加入焦作市科技贷款
融资体系，为皓泽电子等 5家企业发
放科技信贷 3100 万元；依托孟州市
产业集聚区，创建了省级科技企业孵
化器——孟州市高新技术创业中心，
累计孵化企业40家……

近年来，孟州市相继出台了《关
于大力支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意见》《孟州市科技发展专项经费管
理暂行办法》等含金量颇高的政策措
施，推动了电子信息、保税经济、新能

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凸
显出财政科技投入资金引导和放大
效应。

厚植创新创业沃土，孟州进一步强
化高端人才招引，树立“不求所有、但求
所用”的理念，大力引进高端人才、拔尖
人才和紧缺人才。截至2019年年底，
实施焦作市科技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团
队）三批次计7个，项目资金共计1920
万元。成功申报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
计划2人，2人还入选国家万人计划，居
焦作市各县（市）区第一位。利用企业
海外合作关系，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

“百人计划”1人，并成功利用人才创办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家。

孟州市市长吕沛表示，面对“十四
五”发展规划，孟州市将持续推动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激发企业创
新活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2025
年实现先进制造业创新能力大幅提
升，将孟州打造成为豫西北地区强大
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对外开放高地和
新兴产业典范城市。

◆短评

不断培厚创新生态土壤

近年来，孟州市在“创新供给侧”
发力，促进创新链、资金链、产业链、人
才链有机衔接，清除种种“拦路虎”，激
发创新正能量，迎来创新引领高质量
发展的好态势。

创新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
像打逆风球，走上坡路，唯有坚持不懈
才能踏破坎坷成大道，遇见最美的风
景。创新需要打破常规的条条框框，
不走寻常路，才能跑出创新“加速度”，
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支撑。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这是自然规
律；不日新者必日退，这是社会规律。
创新是一种理念、一种方法，也是一股
子精气神。大道至简实干为先，创新
也是生动鲜活的实践，创新的种子，在

好的环境里才能开花结果；创新的杠
杆，总能撬起出乎意料的奇迹。

创 新 意 味 着 打 破 常 规 、破 旧 立
新。如果我们被惯例驯化乃至被牵着
鼻子走，就会丧失创新求变的锐气，机
遇临门转瞬也会变成挑战。

创新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孟
州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实践表
明，不仅要注重“补齐短板”，还要“做
强长板”，才能不断培厚创新生态的土
壤。同时更需要挺起敢冒失败风险的
肩膀，以创新改革思维，打破体制机制
制约，营造创新环境，激发创新潜能。

新时期，区域发展的新动能、未来
生活的新可能、社会治理的新动向，就
蕴涵于创新的伟力之中，等待我们更
主动、更充分地激活。只有按下创新
的快捷键，才能促进经济增长的蝶变；
只有将创新当成向上攀登的阶梯，才
能在更猛烈的风雨挑战中站稳脚跟，
从容前进。 （陈学桦）

创新：注入高质量发展不竭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