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宋敏）大河之滨，中
原“财富蓝”再度绽放。12月 5日至 6
日，第十六届大河财富中国论坛暨
2020 中国管理学院/商学院院长论坛
在郑州举行，中国经济学界“院长群”等
学术大家，中原实业领袖、金融大咖、财
媒先锋等数千名嘉宾共赴大会，聚焦河
南在新发展格局下的热点经济话题交
流研讨。

本届论坛由中国（双法）高等教育

管理分会主办，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华
北水利水电大学联合主办，华北水利水
电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大河报、大河
财立方承办。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吹响了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号角。从
全国看河南，我省在全国大局中的地位
愈加重要、责任愈加重大。本届论坛以

“2020：新起点，新征程”为主题，是对
五中全会精神的又一次深入学习、领悟

和辅导，也是为建设现代化河南再加
油、再助力。

育先机、开新局，党媒集团重任在
肩；引智入中原，是大河财富论坛的使
命。今年以来，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
在省委宣传部指导下，河南日报报业集
团确定“两个现代”奋斗目标，即在现代
文化领军企业建设中抓改革、在现代传
播体系建设中抓“顶端”，其中大河财立
方就是集团建设“两个现代”的先行者、

“顶端”的核心圈产品。未来，大河财立
方还将围绕专业化垂直化领域做深做
透做优，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智慧财
媒品牌。

2020 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回望过
去，展望未来，政商学界代表相聚一
堂，贡献出怎样的“财智方案”？本届
论坛创造性地引入中国（双法）高等
教育管理分会等学术组织，导入全国
经济学界顶尖学术资源，围绕“关于
大数据的思考”、“互联网+”社会治理
体系、变革时代下技术创新和企业、
中国宏观经济及政策分析、数字物流
与 供 应 链 管 理 等 主 题 展 开 交 流 探
讨。（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记者 12月 6日
获悉，《2020 中国宜居宜业城市榜》
近日发布，作为老工业基地城市和资
源型城市的平顶山市入选榜单，成为
全省5个获此殊荣的城市之一。

此外，平顶山市还入选2020年度
国家节水型城市公示名单，成功获批
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一个个
沉甸甸的称号和新身份，标志着该市
高质量转型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交
出了一份厚重提气的“成绩单”。

——从“中原煤都”到“中国新材
料基地”。平顶山把尼龙新材料作为
支撑转型发展的龙头产业，与平煤神
马集团政企联动，高起点谋划，大手
笔运作，推动煤焦产业与尼龙产业纵
向闭合，致力于打造世界一流的千亿
级尼龙航母“中国尼龙城”。去年，全
市各类尼龙新材料主导产品产能超
过 200万吨，新型功能材料产业集群
纳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工程，中国尼龙城上升为国家战略。
——产业结构从“二三一”到“三二

一”。平顶山成功创建为国家农业可持
续发展试验示范区暨农业绿色发展试
点先行区；以尼龙新材料为龙头的“1+
7”制造业新体系加快形成，成功构建了
大尼龙、煤焦化、盐化工、特钢不锈钢、
碳基新材料等 5条清晰产业链，实现
由单一矿业城市向区域性功能城市跨
越；国际物流产业新城、焦店智慧片区、
鲁山花瓷小镇、花山间堂文旅小镇等项
目加快实施。全市三次产业结构由
9.9∶50.6∶39.5调整为7.3∶46.0∶46.7。

——从“煤城”到“美城”。平顶
山市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坚持不懈以“三铁”治“三
散”，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取得了今年
前 11 个月优良天数改善率全省第
一、净增加天数居全国第一的历史性
突破；（下转第四版）

□冯军福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全省上下大动

员、齐上阵，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倾注了无

数心血汗水，共实现 718.6 万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脱贫，9536 个贫困村全部退出贫困序

列，53 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区域性贫困

问题有效解决，绝对贫困人口全部清零。

“清零”振奋人心，必将深深镌刻在中原大地上。但“清零”并

不意味着终结，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只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

的第一步，而“把人民的期待变成我们的行动，把人民的希望变成

生活的现实”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夺取脱贫攻坚战最后胜

利，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各地各部门都要有“归零”心态，不管之前

取得什么样的成绩，都只代表过去，决不能骄傲自满、坐等收官。

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脱贫后没有止步，继续朝着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方向努力；嵩

县黄庄乡三合村，借着“手绘小镇”的名气，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美丽经济。“归零”并非一切重新开始，而是要踩稳一个台阶，再

上新的台阶，把已有成果转化成开辟无限可能的动能。常怀

“归零”心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继续保持苦干实干的攻

坚劲头，我们定能从全面脱贫迈向全面振兴！3

本报讯（记者 李铮 冯芸）12 月
6日，省委书记王国生、省长尹弘、省
政协主席刘伟等省领导在郑州市与
干部群众一起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冬日晴方好，植树正当时。郑州
市惠济区花园口镇八堡村的黄河湿地
内，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挥锹
铲土、培土围堰、提水浇灌……王国生
和大家一起栽下高杆石楠、梓树、榉树
等一棵棵树苗。王国生一边植树，一
边询问科学种植、后续管护等情况，叮
嘱有关负责同志，要坚持增绿量、保质
量并重，做到种植一片、成活一片、美
化一片。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定爱绿、植绿、
护绿、兴绿，全省动员、全民动手、全社
会参与，持续推进国土绿化，筑牢黄河
生态屏障，让绿满中原成为出彩河南

的靓丽底色。
植树活动结束后，王国生一行沿

黄河大堤查看沿黄生态廊道郑州段
建设，在南裹头广场、海事码头，查看
人行步道、服务驿站等设施，了解生
态建设规划等情况。王国生指出，要
坚持生态为基、文化为魂，因地制宜
整合资源，高标准建设连续完整、功
能多样、景观多彩的自然生态带、文
化遗产带、观光旅游带。他强调，要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建设造福人民幸
福河殷殷嘱托，让人民群众每一天都
能感受到生态的变化、环境的改善。
要突出生态优先、文旅结合、规划引
领，注重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相统一，让沿黄地区成为保护母亲
河的绿廊、提升幸福感的游廊，成为
践行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的

高质量发展长廊。
在惠济区惠武浮桥，王国生一

行登上高坡，查看综合治理和生态
修复情况。在听取沿黄生态廊道建
设情况汇报后，王国生指出，去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并主持
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座谈会，大家对黄河的感恩之心、
敬畏之心、呵护之心更加强烈，越来
越深刻认识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生态保护是先
手棋，高质量发展是必答题，要结合

“十四五”规划编制，统筹推进治、
建、管各项工作，把廊道建设、湿地
保护、滩区整治、堤防建设等持之以
恒抓下去，一年接着一年干，一张蓝
图绘到底，努力打造大江大河保护
治理的河南范本。

当天，省、市、县三级联动，组织
全省机关干部群众同步开展冬季植
树造林活动。初步统计，全省参加植
树人数 11万余人，共植树 117万株，
植树总面积近 2万亩。去年以来，我
省同步铺开18个黄河生态廊道项目，
目前 5个市的示范段工程基本建成，
全省完成国土绿化 670多万亩，国家
森林城市总数达16个，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治理的成效正在逐步显现，中原
大地正在持续绿起来、美起来。

孙守刚、李亚、甘荣坤、孔昌生、
穆为民、徐立毅、徐元鸿、赵素萍、王
保存、张维宁、乔新江、戴柏华、王新
伟、刘玉江、王战营、钱国玉、龚立
群、高体健、谢玉安、顾雪飞、岳中
明、习晓军等在郑州或当地参加了植
树活动。③5

王国生在郑州黄河湿地参加冬季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

持之以恒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
坚定不移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

尹弘刘伟参加植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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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出彩、梦圆小康的河南实践

平顶山 转型示范 圆梦出彩

第十六届大河财富中国论坛举行

育 先 机 开 新 局

精准对接 持续问效

许昌加快推进长三角招商成果落地
□赵振杰

11月 16日—21日，我省党政代表
团赴上海、奔江苏、看浙江，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深度对接
长三角一体化和长江经济带国家战
略。此次考察对接活动，全省签约133
个项目，项目总投资额1751.88亿元。

长三角之旅，许昌市与上海电气、
迅达电梯、平安建投、振德集团等近百
家企业进行了积极沟通对接。加上从
9月份至今的多场招商活动，许昌市今
年与苏沪浙企业已合计签订37个项目
（协议），总投资 425.9 亿元，涵盖环保
装备、建筑材料、工业互联网、生物医
药、再生金属加工等多个领域。

“长三角地区发展的大思路、建设
的大手笔、改革的大突破，令人震撼、
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让我们充满了时
不我待的紧迫感和见贤思齐的使命
感。”许昌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考察归来
后发出这样的感慨，并表示“羡鱼当结
网、观潮更弄潮”。

坐不住、等不得。11月 25 日，许
昌市即召开了市委常委会，全面总结
前一阶段招商成效，学习借鉴先进地
区发展经验，就巩固拓展考察学习成
果、深化与长三角地区开放合作进行
安排部署。

狠抓落实 推动项目落地

长三角之行，我们看到了差距、开
阔了视野、学到了经验。但考察回来
要怎么干？“学到”如何“用到”“用
好”？最终都要体现在抓落实的具体
工作中。

在抓落实中，许昌市的第一步是
建立跟踪对接督办机制。11月 3日，
许昌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说：“目前我
们对 37个已签约项目和协议内容，进

行梳理、合并、归总，形成了 40个跟踪
项目，逐一建立项目台账，成立项目专
班，实行‘一对一’全流程服务，争取让
项目尽快落地。”

从部署工作到成果展现时间并不
长：不过短短十几天，40个项目（协议）
中，已履约11个，山美环保装备产业园
厂房正在建设、青蒿素衍生品科研开
发正在研发、高端生物试剂盒生产项
目正在开展员工招聘，振德集团华中
区域总部、中国平安·许昌智能制造科
技园、智能云科河南总部等项目都在
积极对接推进。

实际上，此次党政代表团考察之
旅，加上之前举办的“长三角”招商活动
周，以及参加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之前的系列招商活动，许昌市今年已

三次到长三角地区考察招商。而之前
播下的合作“种子”，都成了此次党政代
表团之行收获的丰硕“果实”。

加强对接 提升招商成效

我省与长三角产业对接性强、关
联度高，产业供应联系紧密，深化合作
潜力巨大。

许昌市近年来持续加大招商引资
工作力度，一直紧盯长三角区域，围绕
制造业等重点领域，加强项目、资金、
技术、人才等方面的精准对接，并推动
合作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
迈进，确保取得更大的招商合作成效。

上海电气是一家大型综合性高端
装备制造企业，主导产业聚焦能源装
备、工业装备、集成服务三大领域，许

昌市电力装备产业优势突出，双方产
业关联度高，合作前景巨大。

自从今年7月份建立联系以来，双
方高层开展密集考察对接，许昌成立
了 7个合作专班，开展不同层次、不同
领域的对接洽谈，在短短52天时间内，
就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并于河
南省党政考察团考察沪苏浙活动上签
订深化合作协议，合作领域涉及己二
腈、农村分布式污水处理、工业互联网
等行业——无疑将极大助推许昌“智
造之都、宜居之城”的建设。

科学谋划 深化深层合作

沪苏浙三地，都把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作为主攻方向，都把改革创新作
为根本动力。

学以致用。许昌市提出要把新发
展理念作为“红绿灯”“指挥棒”，把新
发展理念贯穿于经济社会建设的方方
面面。强化创新引领，发挥自身优势，
大力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
造，不断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此次签约项目中，德国百菲萨集
团的铝灰处理项目，南京辉锐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的中原高端激光设备制造
基地项目，上海临景生物科技公司的
高端生物试剂盒及电子商务项目……
新材料、高端装备、节能环保、数字经
济等多个领域，无不体现出更深层次
的产业合作、更高能级的产业模式、更
高水平的产业生态。

“此次长三角之行是一个开端，下
一步我们要紧盯签约项目，专班推进，
争取项目尽快落地见效；同时要做到

‘醒得早、起得快、抓得实’，摸清‘长三
角’地区产业合作新动向，精准开展项
目洽谈，务实开展招商对接，力争再对
接签约一批高质量项目。”许昌市委主
要负责同志说。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鸟身线
条简洁流畅，形态完美，静中富有动
感……12 月 6 日，记者从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获悉，这个出土于河南灵
井“许昌人”遗址的栩栩如生的微型
鸟雕入选“2020 年度世界十大考古
发现”。据悉，这个评选结果由美国
考古学会主办的《Archaeology》杂
志公布，称灵井鸟雕是“中国最早的
雕刻艺术”，河南考古再次以昂扬自
信的姿态吸引着全球的目光。

今年 6月 11日，一个来自中国、
法国等的国际研究小组，在美国《公
共科学图书馆·综合》杂志上公布了
灵井鸟雕这项重大考古成果。这个
鸟雕具有 1.35 万年历史。研究者认
为，它的发现将东亚雕塑艺术的起源
提前了 8000 多年。从外形来看，灵
井鸟雕像个头非常小，高 1厘米多，
宽仅0.5厘米。鸟的形体粗壮，短头，
有圆形的喙及长尾，很可能属于雀形
目。艺术家没有雕刻这只鸟的腿，而

是削了一个可以让它站立的底座。
“将鸟放置于平整的面上，这表

明 1万多年前，人类已熟练掌握了重
心平衡的原理。”发掘者、考古学家李
占扬说，灵井鸟雕像是经过精心制作
的，它用一块中等大小的哺乳动物肢
骨残片雕刻而成，雕刻前骨头经过加
热处理。艺术家使用了研磨、琢削、
刮削、切割等 4种技术，在较小的物
体上实现惊人的平衡和美丽。

灵井“许昌人”遗址位于许昌市
建安区灵井镇西部，是我国首次发掘
的以泉水为中心的旧石器时代晚期
遗址。2007 年，该遗址出土了距今
约 12.5 万年至 10.5 万年的“许昌人”
头骨化石，令世界瞩目。③5

河南灵井鸟雕入选
“2020年度世界十大考古发现”

灵井鸟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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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新局

02│要闻

冬日的黄河孟津段，水碧绿，树挺拔，在阳光照射下，尽显黄河生态廊道建设之美。⑨3 曾宪平 摄

黄河岸边植树忙

生态廊道景如画 03│要闻

详见09~26│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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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以来

●我省同步铺开
18个黄河生态廊道项目

●目前 5个市的示范段
工程基本建成

●全省完成国土
绿化670多万亩

●国家森林城市
总数达 16个

我国首次实现月轨交会对接我国首次实现月轨交会对接，，嫦娥五号完成在轨样品转移嫦娥五号完成在轨样品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