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薛世君

深秋的中原沃野，露出了一片片

松软黄土，但探头而出的麦苗，很快就

会 为 大 地 换 上 一 身 绿 装 。 目

前，我省麦播工作已大头落地，

正在萌动、发芽的种子，承载着

丰收的希望，更增添了我们确

保粮食安全的信心。

疫情期间，有的国家宣布

限制粮食出口，有的人一度轻

信谣言着手“屯粮”，这都在警醒我们：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饭碗任何时候都

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粮食安全这根

弦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尤其在当前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保护主义上

升、国际市场不确定性加大的外部环

境下，粮食安全堪称做好“六稳”工作、

落实“六保”任务、构建“双循环”新发

展格局的“压舱石”。

小 麦 是 我 国 主 要 口 粮 作

物，全国超过四分之一的小麦

来自我省，中原大地的麦播质

量和夏粮产量，对于我国粮食

安全举足轻重。扛稳粮食安全

的责任和担当，确保麦播水平

和质量只是基础，还需要我们

不断延伸粮食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

造供应链，持续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

竞争力，从“中原粮仓”走向“国人厨

房”和“世界餐桌”，让粮食安全成为经

济社会发展的“定海神针”。3

标准时点 2020年11月 1日零时 还有4 天

距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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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彩路上，你我这样走过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这坡地以前啥也种
不成，跑水跑土跑肥，去年改造成梯田后，雨水能
留下来了，土也冲不走了。”10月27日，鲁山县仓
头乡娘娘山脚下刘河村的村民孙文学说。“十三
五”期间，鲁山县先后实施了6个这样的坡改梯
水土保持项目，共修建水平梯田3万余亩。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全省水土保持工作会
议上获悉，5年来，我省水利、林业、自然资源等
部门与社会力量共同发力，水土保持工作取得
了显著成效，全省水力侵蚀水土流失面积从
2016 年年初的 2.21 万平方公里减少到 2020
年年初的 1.99万平方公里，减少 2200平方公
里，水土流失面积和强度实现“双下降”。

“‘十三五’期间，我省采取多种措施，对人
为水土流失实施全面监管，实现了从‘被动查’
到‘主动管’的转变。”省水利厅相关负责人说。

小流域水土流失治理取得实效。2016年

以来，水利系统投资15.6亿元实施了国家水土
保持重点工程、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整治工程
和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工程，把水土流失治理
与农村经济发展紧密结合，统筹群众生产、生态
和生活，不断提升治理质量和效益。“十三五”期
间，全省预计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5300平方
公里，年均减少水土流失900余万吨。

“在安排实施水土保持扶贫项目时，我省对
贫困地区实行资金倾斜。”省水利厅水土保持处
负责人介绍，5年来我省累计安排水土保持生态
扶贫资金9.8亿元，新修梯田7万亩。坡耕地改
造为梯田，原来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变
成了“三保田”；在荒山荒坡造林种草，既保持了
水土，又发展起经济林果等特色产业。

“十四五”期间，我省计划实施小流域综合治
理6000平方公里，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15
万亩，对近百座病险淤地坝进行除险加固。③8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 通讯员 孔
建萍）10月 24日起，刚刚落成的河南
水利与环境职业学院航空港校区迎来
首批新生。至此，该校在校生从五年
前的6000多人发展到近1.5万人。“十
三五”期间，河南水环学院实现了跨越
式发展，为我省实施“四水同治”提供
了有力的人才支撑。

据介绍，我省历来十分重视水利
人才培养。1955年 10月，我省为解决
兴修水利、治理淮河的人才匮乏问题，
在洛阳白马寺创办了河南省水利学
校，这就是河南水环学院的前身。学
校成立 65年来，累计培养大中专毕业

生5万多人，举办各类培训班培训6万
多人次，为河南水利事业和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十三五”期间，河南水环学院取
得了跨越式发展。2016年，该校积极
筹备建设航空港校区，在省水利厅和
省财政厅支持下，共争取到 5亿元的
河南省教育专项债券，目前一期工程
第一批主体建筑全部完工。2019年，
河南省信阳水利技工学校、河南省漯
河水利技工学校划转河南水环学院，
增强其办学能力。（下转第六版）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林州市临淇镇有个占元村，它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一
级战斗英雄孙占元的故里。

10月 27日，记者来到位于林州太行山最南部的占
元村。群山环抱中的小山村静谧安详，孙占元的雕像矗
立在占元纪念广场，英雄手握冲锋枪，坚毅的目光注视
着远方。

74 年前，家境贫寒、父母双亡的孙占元从这里参
军。1952年 10月，上甘岭战役打响。志愿军45师 135
团 3营 7连 2排排长孙占元带领突击排反击597.9高地2
号阵地时，双腿被敌炮弹炸断。他忍着伤痛，掩护战友炸
毁敌人3个火力点，用缴获的两挺机枪，一连打退敌人两
次冲击，毙伤敌80多人，最后与敌人同归于尽。

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为他追记特等功，追授他
“一级英雄”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
议常任委员会追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
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

为了纪念战斗英雄，孙占元的家乡三弓水村改名为
“占元村”。

“先祭英雄后祭祖宗，是俺村的民俗；缅怀英烈、尊
崇英雄，是俺村的‘村规’。”占元村党支部书记孙梅荣告
诉记者，每年清明节前后，乡亲们都会到孙占元的雕像
前悼念。

英雄遗志，后人继承。“俺家从1965年至今，先后有
7人参军，现在还有3人在部队服役。作为英雄后人，不
管在哪个岗位上我们都应该积极作贡献。”孙占元的本
家侄子孙广英说。

孙占元参军时曾对乡亲们说：“等我打完仗，和大伙儿
一块引水、栽树、修出山的路。”前几年，占元村修起了12
公里的“英雄路”，打了3眼“思源井”，绿化了1.8万亩荒山。

2000年夏天，孙占元家留存下来的两间石头房倒
塌。听说村委会计划修缮旧居，乡亲们争先恐后当义工。

2014年，村里自筹资金建设占元纪念广场，经费缺
口不小，全村乡亲纷纷自发捐款。（下转第三版）

□本报记者 栾姗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考，河
南国有经济活力和韧性之所以明显
增强，在于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资国企改革
工作重要论述，全面打响国企改革
攻坚战，接连赢得“前哨战”“总攻
战”“扫荡战”，一块块啃下制约改革
的“硬骨头”。

2017 年 9月以前，打了一场漂

亮的国企改革“前哨战”，涉及百万
国有企业职工家庭的企业办社会职
能移交给地方。

2017年 9月到 2018年 9月，以
处置千家“僵尸企业”为牛鼻子，统
筹推进企业产权结构、组织结构、治
理结构改革的国企改革“总攻战”成
效显著，“僵尸企业”处置任务超额
完成。

2018年 10月，全省深化国有企
业改革工作会议发出号令，在打赢

“前哨战”和“总攻战”的基础上，一鼓
作气、一气呵成，再用一年时间，打好
国企改革的“扫荡战”，以规范完善现
代企业制度为重点，持续深化企业产
权结构、组织结构、治理结构改革，真
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扎实的改革
成效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三年攻坚、三场战役，全省国企
改革一场硬仗接着一场硬仗打、一
个山头接着一个山头攻，持续发力、
纵深推进，打出了大气势，取得了好

成绩，开拓了新局面，河南涌现出郑
煤机、中国平煤神马等一批在全国
有影响力的省管企业。

正如每一个硬币都有正反两
面，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在彰显省管
企业“大企业有大担当”的同时，也
进一步暴露出省管企业在经济形势
好的时候被掩盖、被忽视的薄弱环
节和深层次问题，体制机制引发的
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

（下转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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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职业教育 助力“四水同治”
“十三五”河南水环学院实现跨越式发展

改革“一子落”国企“满盘活”

我省水土流失面积
减少2200平方公里

这是一份向好的成绩单：今年以来，37户省管企业经济运

行整体呈现“前低后高、回稳向好”态势，规模和效益明显好转。

这是一份喜人的月报表：今年9月份，37户省管企业盈利

15.5亿元，环比增利2.1亿元，同比上涨16.1%。

种下的是信心

洛宁县上戈镇刘坟村红叶岭上层林尽染、美景如画（10月26日摄）。⑨6 李峰 摄

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本报记者 陈慧

这两年，在外面跑运输的井付德一有闲就
想回村里。原因无他，村里这些年大变样。

“你看，这一带原来都是旱厕、猪圈、羊圈，大
家恨不得捏着鼻子过。现在呢，是忍不住要深呼
吸。”井付德的家位于信阳市平桥区兰店街道王
寨村东王楼组的主干道旁，10月27日，站在自家
院门口，指着路对面的花园，他感慨万分。

脏乱破败的垃圾村脱胎换骨为旅游村，好风
景带来好“钱”景。2016年以来，全省累计完成乡
村绿化美化造林28万亩，无数个像东王楼一样的
村庄，在国土绿化大提速过程中发生美丽嬗变。

为乡村织起绿网，为城区装上绿芯，为荒
山披上绿衣，为沟河路渠系上绿带，“十三五”
以来，我省继续组织实施太行山绿化、长江防
护林建设、中央财政补贴造林、防沙治沙等国
家林业重点工程和山区及平原沙区造林、城镇

社区绿化美化、生态廊道网络建设等一批省级
林业重点工程，为中原大地开启美颜模式。

数据显示，这5年，全省累计完成造林任务
1338.21万亩，超过规划目标任务的三分之一；累
计完成森林抚育2326万亩，是规划目标任务的
116.3%，为“十三五”交上了一份出色的答卷。

培育生态林,栽下了“摇钱树”。各地将生
态建设与地方经济发展、群众脱贫增收相结
合，大力发展林果经济。全省建成了豫西苹
果、信阳茶叶、西峡猕猴桃、新郑内黄大枣、荥
阳软籽石榴、林州花椒等一大批特色经济林生
产基地，形成了许昌花木、洛阳牡丹、南阳月
季、开封菊花等花卉苗木生产核心区，绿水青
山蕴含的生态产品价值一步步变为金山银山。

眼下，又一个冬春造林季即将到来，我省
各地正在积极备战，落实造林地块，制定造林
规划，推进土地流转，加快整地步伐……期待
来年春天，中原大地再绽新绿，芳华无限！③4

国土
绿化

累计安排水土保持生态扶贫资金

9.8亿元
新修梯田7万亩

完成沙区治理面积 146万亩
超过 125万亩的规划建设任务

水土
流失
治理

全省累计完成造林任务 1338.21万亩
超过 1005万亩的

规划造林目标任务

森林抚育规划任务 1995万亩
实际完成2326万亩

全省预计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5300平方公里
年均减少水土流失900余万吨

中原开启美颜模式中原开启美颜模式
这这55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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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元村里，英雄
孙占元的雕像矗立在
占元纪念广场。⑨6
刘剑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