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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02│要闻久久为功 建设现代农业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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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彩路上，你我这样走过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通讯员 王
冬安 乔彬）10月 30日傍晚，华灯初上，
在新野县军民渠治理工程书院路游园
内，游人如织。居民耿芳带着孩子走

“网红”玻璃桥，高兴地说：“军民渠改造
后，不仅出行方便多了，还多了游玩的
地方。”

投资 2.5 亿元的军民渠工程、投资
1.4亿元的农场沟治理工程正逐步推进，
投资 1.8亿元的唐白河干流防洪治理工
程全面实施，城区老寨河治理工程全面
启动，投资 1.13亿元的白河 1号橡胶坝
工程主体工程基本完工……一项项水利
民生工程正加速推进，将新野的生态环
境扮得更靓，一幅平原水乡的美丽画卷
正徐徐展开。

新野县境内无山，一马平川，水系发
达，自北向南有8条过境河流，每年约有
37亿方水穿境而过，当地水利设施比较
完善。新野县充分利用水资源丰富的优
势，着力做好“以水润城”文章，重点打造
水系连通工程，统筹推进城区内河水系
治理，大力实施生态治“污”，实现引水穿
城，打造平原水乡。

“具体讲，就是利用自然河道、现
有灌区、部分开挖和在重要节点建坝
蓄水，实现河与河之间、河与灌区之
间、河与城区内河之间的贯通连接，蓄
住天上水、留住过境水、涵养地下水，
既满足农田灌溉用水，又保护水生态、
形成水景观。”新野县水利局局长李中
连介绍。

在新野县沙堰镇桐树店村，新建的
白河液压坝升起蓄水，河水泄入3000米
长的工农渠，一路蜿蜒南流，引入整治后
的三里河，直达城区。（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 通讯员 郑法
魁）建业集团来了，投资80亿元，建设建
业生态养老新城；碧桂园集团来了，投资
25亿元，建设十里花海旅游度假养生养
老项目；永达集团来了，投资19亿元，建
设花都温泉小镇花都颐庭康养项目……
一批又一批谋划超前、矩阵强大的康养
产业发展模组在花都鄢陵布局落子，让
鄢陵县站在了康养产业发展的风口。

集花木之乡、天然林海、温泉之都、
中原绿肺和中原之中、承东启西、连贯南
北等诸多优势因素于一身的鄢陵县，发
展健康养老产业得天独厚。鄢陵县立足
生态和文化优势，把打造健康养生养老
高地作为促转变、补短板、拓蓝海、惠民
生的强力抓手，致力打造国际知名、国内
领先、中原一流的国家级健康养生养老
示范区。

为此，鄢陵县依托70万亩的生态资
源，规划建设了占地66平方公里的许昌
健康养老示范区，建成了以养老地产、温
泉养生、医养结合、生态农业、休闲旅游、
康复医疗、森林康养、中医理疗为主要业
态的康养产业体系，并精心谋划推进一
批重大产业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带动
康养产业快速发展。

“本以为至少３个月才会有所好转，
但在这里坚持康复训练１个月，我就已
经能缓慢行走了。”10月 30日，在鄢陵
县怡康苑养老中心的康复大厅内，今年
82岁的王庆在护士陪同下，进行腿部康
复训练。王庆患有脑梗，一个月前来这
里进行康复治疗。“这里的设备、技术都
很先进，医护人员耐心负责，我对康复很
有信心。”他说。

（下转第三版）

□本报评论员

历史的指针，指向新的刻度；奋进

的脚步，迈上新的征程。省委近日召

开省级党员领导干部会议，传达学习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安排部署

学习贯彻工作。会议强调，要充分认

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重大现实意

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把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切

实增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精神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一系列

重大问题，思想深邃、论述精辟，是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光辉文献，为

我们站位新发展阶段、落实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强大思想

武器和行动指南。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

远景目标的建议》，系统擘画了二〇三

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

蓝图，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统

揽全局的战略谋划、审时度势的战略

决策、矢志不移的战略定力，是动员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纲领性

文件。

新蓝图鼓舞人心，新征程催人奋

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谋划了应对

大变局、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勇

前进的大方略，发出了开启新征程、向

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奋勇

前进的动员令，制定了贯彻新理念、向

着高质量发展奋勇前进的路线图，下

达了践行初心使命、向着共同富裕奋

勇前进的任务书，必将指引我们应对

挑战、趋利避害、赢得主动，在危机中

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确保“中国

号”巨轮行稳致远，必将鼓舞和激励亿

万中华儿女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不懈

努力，必将让经济社会发展的颜值更

高、筋骨更壮、气质更佳，必将指引全

党把初心守得更牢、使命担得更稳，持

续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推动共同富裕

之路越走越宽广、越走越光明。

“十三五”时期，省委、省政府高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伟大旗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

示精神，坚持新发展理念，奋力推动高

质量发展，主动融入中部地区崛起、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

略，团结带领亿万中原儿女把中原更

加出彩的时代责任扛在肩头，用汗水

浇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行，全省经济

社会发展呈现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

良好态势，一张张崛起振兴的蓝图成

为现实，一幅幅更加出彩的画卷徐徐

铺展。

站在新的起点上，展望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前景光

明，催人奋进。“十四五”时期是实现

我国新的更大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

加快推进现代化河南建设的关键时

期。河南有 1亿多人口、2000多万中

等收入群体、6500 多万劳动年龄人

口，处于连接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

战略枢纽地位，在形成新发展格局中

具有明显优势。从全国来看，河南日

益成为国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

略支撑、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战略腹

地，在国家大局中的地位愈加重要、

责任愈加重大，全面建设现代化河

南，是我们的历史责任，也是我们的

最大光荣。我们一定要按照全会作

出的新部署新要求，准确认识新阶

段，主动担负新使命，结合自身发展

实际，科学谋划实施好全省“十四五”

发展规划，切实把全会精神贯彻落实

到各领域与各项工作当中，砥砺前

行、奋勇争先，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

出彩的绚丽篇章。

万里浮云卷碧山，青天中道耀明

月。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

大旗帜，真抓实干、攻坚克难，把全面

建设现代化河南的宏伟事业推向前

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河

南贡献。2

宏伟蓝图指引新的征程
——一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孟磊
郭戈 秦川

“这方案还得再改改，除了文
字、图片和模型，还得添置些能反映
乡村生活的老物件。”10月 29日，在
鹤壁市淇县灵山街道赵庄村村委
会，70岁的赵英敏谈起村史馆规划
滔滔不绝，几个来自设计单位的年
轻人不停记录着。

“论技术，这些年轻人建个村史
馆不成问题；但要论如何展现赵庄
的‘精气神’，他们不一定比得过我
这‘老家伙’。”赵英敏自信地说。

“那可不，你来赵庄比谁都勤，
村里每一道坡、每一条沟你都去过，
连我也比不上啊！”68岁的管俊卿边

拍照边打趣道。
依山而建的赵庄村曾是省级贫

困村，近年来通过发展乡村旅游成
为“网红”村，2019年村集体经济收
入达130万元，最后5户贫困户也顺
利摘了帽。村“两委”决定建设一座
村史馆，全方位展示赵庄村脱贫成
果，除了邀请设计单位，还特地邀请
赵英敏、管俊卿“二老”前来商量。

“赵老、管老可是大家的老熟人
了，两位虽不是赵庄人，可对赵庄的
变化比谁都了解、都上心。现在村
里有点啥新情况，都会邀请‘二老’
过来提提意见。”赵庄村驻村第一书
记张伟说。

从市直单位退休后，赵英敏和管
俊卿的晚年生活可谓丰富多彩——

赵英敏痴迷于研究鹤壁文化，尤其是
殷商历史与文化，单是考证赵庄村历
史就写了近60万字；爱好摄影的管俊
卿对赵庄村这座南太行传统古村落情
有独钟，3年来拍摄照片近5000张。
一个擅长文字，一个擅长影像，“二老”
从相识到相知，逐渐成了好搭档。

2016年，赵庄村发力乡村旅游，
自那时起与“二老”结下缘分。5年
来，赵英敏深入赵庄村下辖5个自然
村，详细考证“财神赵公明”的传说，
结合农耕文化与殷商文化，提炼出

“老家赵庄，财神故里”的发展口号；
管俊卿积极组织摄影爱好者开展采
风活动，一大批摄影作品被媒体广泛
刊登，赵庄村的知名度、美誉度持续
提升。

走在干净整洁的村道上，赵英
敏、管俊卿对村里近年来发生的变
化如数家珍——“你看，这个是2018
年 7 月打造的‘网红桥’，特别受欢
迎，旅游旺季每个月能接待游客近
10万人次。”（下转第二版）

□本报记者 樊霞

“大国点名，没你不行！”11月1日，河
南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正式入户登记。

“您好，我叫黄学文，是负责咱们小
区的普查员，请出示一下你们的身份
证。”11月 1日上午，在郑州市郑东新区
河南警察学院家属小区，人口普查员黄
学文等来到住户孙先生家，进行人口普
查入户登记工作。

“为了对个人信息严格保密，我们
尽量指导大家通过微信小程序自主填
报。现场登记也在小程序上进行，扫码
登录后仅能看到时间，其他信息一概不
对外显示。”黄学文说，自己之前不仅参
加了普查业务培训，还签订有公民个人
信息保密协议。

普查员登记时发现，孙先生夫妇户
口并不在现居地，儿子又长期在外地工
作。据介绍，对于“人户分离”这一普遍
现象，普查采用“现住地登记”原则，即户
籍地与现住地均需登记。普查机构还会
进行比对剔重，确保不漏户、不漏人。

此外，在我国境内居住的港澳台居
民和外籍人员也要参加普查登记，但不包
括在我国境内短期停留的境外人员。在

河南省生活、学习和工作的港澳台居民和
外国朋友，也应参与配合人口普查。

据了解，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中，
我省共选调聘用人口普查指导员、普查
员52.7万人，将陆续走进5.2万多个普查
区、47万多个普查小区开展入户登记。

养老问题受到政府重点关注，收集
60岁以上老人的居住和身体健康状况
是本次人口普查增加的新项目。国际上
常把 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
10%或 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
会标准。和全国一样，我省自2000年起
老龄化程度逐年加深。

“通过普查，可以推算出河南省 60
岁以上老人的居住状况和身体健康状况
的数据，为政府制定养老政策提供有力
的支持。”省统计局副局长冯文元说。此
外，与以往普查相比变化明显的是，本次
将首次采集普查对象的身份证号码。

据省统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河南
省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 11月 1日至 15
日开展普查短表登记，11月 16日至 30
日抽取10%的住户填报普查长表，调查
更为详细的人口结构信息，整个登记工
作将持续到12月10日结束。③4

人口普查登记开始了！

11月 1日，洛阳理工学院开元校区杏坛路，人们穿行在满目金黄的银杏林中，踩在洋
洋洒洒被黄色树叶覆盖的路面上，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别有一番意境。⑨3 张光辉 摄

“二老”回村记
倾听河南脱贫故事
百名记者进百村

走向我们的走向我们的小康小康生活生活

11月 1日，工作人员
在三峡左岸电站巡查。
11 月 1日，水利部、国家
发展改革委公布，三峡工
程日前完成整体竣工验
收全部程序。三峡工程
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
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和
综合效益最广泛的水电
工程。新华社发

赵庄村曾入选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⑨赵庄村曾入选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⑨33 郭戈郭戈 管俊卿管俊卿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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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共选调聘用
人口普查指导员、普查员

52.7万人

整个登记工作结束

12月 10日

制图/刘竞

中原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11月1日至15日
普查短表登记

11月 16日至30日
抽取10%的住户填报普查长表
调查更为详细的人口结构信息

三峡工程
竣工验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