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开新局

要闻│022020年 12月7日 星期一
组版编辑 李倩 马愿 美编 周鸿斌

本报讯（记者 马涛）12月 6日，由
省委宣传部、省文联主办，省摄影家协
会、省作家协会承办的“大决战——河
南省脱贫攻坚优秀摄影作品展”在河
南省美术馆开幕。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江凌，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徐济超，省政协副主席
周春艳出席并共同为展览启幕。

此次展览以我省脱贫攻坚为主
题，融合文字、图片、视频等多媒体传
播方式，全方位、多角度讲述我省在决
战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涌
现出的先进人物和感人故事，见证了
我省脱贫攻坚的光辉历程。此次共展
出21个专题174幅作品，是从1200多
位摄影师拍摄的 1.3 万余幅作品中遴

选出来的。展览分为两个单元：第一
单元由扶贫一线的第一书记、致富带
头人、产业扶贫、就业创业扶贫、易地
搬迁扶贫、危房清零改造、扶贫扶志、
文化扶贫、新农村发展、奋斗收获幸福
等 10个版块组成，通过纪实性的手法
对典型事件、典型人物进行刻画。第二
单元包括教育扶贫、扶贫助残、金融扶
贫、交通扶贫、水利扶贫、电网升级与网
络扶贫、环境整治及美丽田园风光等8
个版块，突出展示我省在脱贫攻坚战中
的教育、医疗等重点民生工程。

本次展览从 12 月 6 日至 12 日。
随后将在开封、南阳、新乡、三门峡、信
阳、许昌、洛阳、平顶山等 8市进行巡
展。③4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12月 5日，
副省长戴柏华到焦作市检查根治欠薪
工作。

戴柏华深入武陟县和山阳区部分
项目建设现场，检查农民工工资发放、
根治欠薪长效制度落实等情况。在座
谈会上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后，他强调，
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的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保障
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按照全国和
我省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动员部
署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将根治欠薪工

作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好；压实
政府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
主体责任，形成工作合力；认真落实
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施工总承包单
位代发工资、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工
资保证金存储等长效制度，从源头上
预防欠薪问题；加强监察执法，强化
失信联合惩戒，保持治理欠薪高压态
势；深入开展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
动，紧盯突出问题，建立台账、逐项解
决，尽快消除存量，坚决遏制增量，做
到“两个清零”，确保农民工按时足额
拿到劳动报酬。③4

本报讯（记者 谭勇）12 月 6日上
午，全国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紧急视频
会议后，我省立即召开视频会议，对全
省煤矿安全生产等安全生产重点工作
进行再安排、再部署。

副省长武国定出席会议并讲话。
他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深
刻汲取重庆、湖南等地近期煤矿事故惨
痛教训，严防各类煤矿安全事故发生。

武国定强调，要抓住重点关键，全

面开展煤矿安全生产大排查，突出抓
好重大灾害防治，盯紧管好“三类”重
点煤矿，深入开展煤矿安全专项整治
三年行动，综合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
为，确保煤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
定。要统筹安排部署，全面做好岁末
年初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深入开展隐
患排查治理，严控重大公共安全风险，
有效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全力做
好抢险救援准备工作，切实防范遏制
重特大事故发生，推动全省安全生产
形势进一步稳定好转。③5

本报讯（记者 石可欣）12 月 3日
至 4日，退役军人事务部副部长常正
国到南阳市调研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工作。

常正国一行先后来到牧原肉食产
业综合体、牧原农牧装备产业园、河南
盛达专用车辆有限公司和南阳市全民
国防教育中心等进行调研，并主持召
开了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座谈会。

常正国对南阳退役军人就业创
业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各级
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建
立完善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牵头负责，
各相关部门紧密配合的退役军人就
业创业工作体系。要充分发挥行政
部门、服务体系、社会力量“三驾马
车”作用，积极倡导全社会共同参与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把政府提供公共
服务、社会力量补充服务、退役军人
自我服务结合起来，积极鼓励、支持
退役军人全方位、多领域就业创业，
探索退役军人进入民营企业相关机
制做法。③5

本报讯（记者 孙静 通讯员 李
建伟）12 月 6 日，第五届知识产权中
原论坛在郑州举行，来自教育部科技
发展中心、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南财
经政法大学、中原工学院等单位、高
校的知识产权领域专家相聚一堂，就
高校知识产权工作高质量发展建言
献策。

本届论坛由河南省知识产权局、
河南省知识产权研究会、中原工学院
联合主办。据悉，知识产权中原论坛
由河南省知识产权研究会于 2016 年
创办。

省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省知识
产权局局长刘怀章介绍，近年来，我
省知识产权工作取得跨越式发展。

截至今年 10 月底，全省“十三五”期
间共申请专利 108 万件，授权 61 万
件，海外专利申请 1620 件，每万人口
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4.4 件，累计办
理专利侵权假冒案件 9894 件，知识
产权创造能力和保护力度显著提升。

为推动高校知识产权高质量发
展，我省自 2016 年开始实施高校知
识产权综合能力提升专项行动。截
至 2019 年年底，全省高校有效发明
专利拥有量达 8488 件，较 2015 年年
底增长 135%。我省还出台了《河南
省高校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建设
试点工作方案》，确定三批 13家省级
高校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高校知
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不断完善。③5

“大决战—河南省脱贫攻坚
优秀摄影作品展”开幕

确保农民工按时足额拿到劳动报酬

坚持两个至上 统筹两件大事

积极推动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截至10月底

“十三五”全省共申请专利108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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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建勋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冯刘克

12月 6日，记者来到郑州黄河沿岸，远远望去，
只见滩地、大堤、廊道由绿色联结，时有群鸟飞翔，
形成蔚为壮观的黄河风景线。

郑州近年来全面加快沿黄生态廊道建设，西起
巩义康店镇，东至中牟狼城岗镇，区域面积约 550
平方公里，各项保护和建设举措顺利推进。

郑州市惠济区沿黄生态廊道示范区示范段颇
显匠心。这一项目长1.2公里，面积约26.6公顷，建
设以“一廊、两线、三区、八景”为景观结构的生态廊
道。“一廊”是打造集生态、休闲、观光、科普、健身、文
化于一体的“沿黄生态绿廊”；“两线”是在廊道中设
置两条东西延续、蜿蜒曲折的白蜡骑行道、樱花步行
道；“三区”指义务植树带动区、生态湿地科普区、特
色片林观光区；“八景”则包括廊道内建设的“月季主
题园、科普湿地、林中栈道”等8处景观节点。

黄河滩地公园作为郑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的亮点工程，景观已初现。目前，南裹
头、海事广场、渡口广场三个观景点和九纵三横22
条 60多公里彩色慢行道路已基本建成，为市民群
众打造了体现黄河自然风光的湿地片区。

随着沿黄生态廊道建设高质量推进和完善，贯
穿郑州的母亲河必将成为一条承载更多生态、更多
文化的幸福河。③4

□本报记者 王小萍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红

12月 6日，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沿着黄
河生态廊道向西，在天鹅湾观赏点，上千只白天鹅在
水中畅游嬉戏。

“随着黄河生态环境的改善，越来越多的白天鹅从
遥远的西伯利亚飞抵沿黄生态廊道栖息越冬。”三门峡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党工委书记刘文祥介绍，目前
示范区内沿黄湿地的白天鹅数量已达5600多只。

这些白色的精灵让古老的黄河焕发出青春色
彩，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和摄影爱好者，沿着黄
河生态廊道观赏美景。

作为全省6个“样板”工程之一，三门峡百里黄河
生态廊道工程自2月底开工建设，6月底已完成一期
工程44.7公里，目前自三门峡黄河大坝至函谷关108
公里，已经全面连通。

黄河生态廊道沿线，从渑池到函谷关，可以看到
仰韶文化从早期到中期多种形态的变化，可以参观
仰韶文化博物馆、仰韶村遗址公园、庙底沟遗址公园
和博物馆，穿越5000年中华文明史。

登上位于三门峡市湖滨区高庙乡的“山水林田
湖草项目景区”六号观景台，俯瞰万里黄河第一坝，远
处群山连绵、黄河蜿蜒，好一幅山河壮美的新画卷。

“黄河流域（湖滨区段）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示范区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项目，2个月完成近
万亩高标准生态梯田土地整理，已栽种雪松、油松、
五角枫、金叶榆等各类苗木20余万株。”该项目指挥
部副主任高远波介绍。

高庙乡大营村的刘铁娃在黄河边流转土地种了
60亩葡萄。“修了生态廊道就是不一样，如
今好多人骑着车来园子采摘，一天下来就

收入1000多元。”
三门峡百里黄河生态廊道

融 合 着 城 乡 经 济 发
展，让绿色生态和黄
河文化成为城市和乡

村高质量发展
的底色。③5

12月6日，河南黄河两岸的不少干部群众与全省各地同步
开展冬季义务植树活动，掀起新一轮黄河生态廊道建设热潮。记
者从省林业局获悉，截至目前，全省已完成沿黄生态廊道建设
120公里，造林7万余亩，母亲河两岸正一步步绿起来、美起来。

今年沿黄生态廊道建设仍然是我省国土绿化提速行动
的重点。省林业局局长原永胜表示，在打造黄河流域“绿廊”

“绿网”和“绿芯”基础上，实施“一轴两带三群多组团”的布局
方案，以“五级创森体系”为抓手，点线面结合，实现沿黄生态
廊道绿化任务大头落地。

据悉，2021年沿黄7个省辖市和济源示范区将建设沿黄
生态廊道3.6万亩，黄河流域新设立8个省级湿地公园，建设
2个国家湿地公园。从今年起，我省将用 6年时间在沿黄流
域创建300个森林特色小镇，建设6000个国家、省、市、县级
森林乡村，创建 1800个森林乡村“示范村”，将森林特色小
镇、森林乡村作为推进沿黄林业生态建设的有力抓手，加大
与沿黄生态廊道这条中轴线的有机融合，着力打造沿黄林业
生态轴、景观轴、产业轴。③4

为母亲河增绿添彩

□本报记者 龚砚庆

寒冷未能阻挡骑友、网友、驴友等赶来“打卡”的
脚步：黄河台上观黄河奔流，“福桐”树下看环境之
变，萌萌镇河铁犀旁留个印记，在建成不久的黄河生
态廊道慢行系统中摆个造型……12月 6日，正值周
日，开封黄河生态廊道示范带内几处“网红打卡点”，
依旧热度不减。

去年 9月 18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座谈会召开后，开封第一时间规划、建设总长度21
公里的开封黄河生态廊道示范带。一年多来，随着
生态廊道建设的不断推进，不少景点成了“网红打卡
点”，每天都有不少网友特意来此“报到”。

按规划总体布局，示范带以大堤为轴展开宋词
文化体验带，形成宋文化展示区、悬河文化展示区和
黄河文化传承区，其间点缀水龙吟、伟人足迹、黄河
人家、镇河铁犀等15个景观。

北侧滔滔黄河奔流不息，南侧百余米宽的绿化
带连绵起伏，沿黄河大堤开封段建设的总长 87.7公
里、平均宽度 190米的生态林带，面积约 2.5万亩，已
是该市范围内连续长度最长、面积最大、标准较高的
防护林体系。

开封涵养自然生态，形成“黄河为源、四横五纵、
十湖联通”的大水系格局，生态廊道示范带成为将黄
河与城市紧密相连的生态大通道，其复合型廊道功
能也带动绿色产业、文旅融合产业、研学产业、高效
农业等高质量发展。

同时，开封黄河生态廊道还串联了悬河展示馆、
宋都古城、黄河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东坝头中国共产
党治黄故事讲述地等项目，尽展“黄河明珠、八朝古
都”的文化内涵。

黄河生态廊道正展开一幅河畅水清、岸洁景美、
人水和谐的画卷，托起大美开封。③5

三门峡百里示范段

洛阳孟津示范段 郑州花园口示范段

新乡平原示范段

开封新区示范段

开封黄河大堤示范段

□本报记者 陈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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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沿黄 7个省辖市和济源示范
区将建设沿黄生态廊道3.6万亩

三门峡百里黄河生态廊道徐徐展开。⑨3
本报记者 陈更生 聂冬晗 摄

右图：12月 6日，洛阳市洛河
滨河南路李楼镇段，工作人员在路
旁栽种下雪松、玉兰等苗木。⑨3
张光辉 摄

（上接第一版）莅临专家层次之高，研
究领域之广，再创新纪录；分享内容之
丰富、含金量之高，引得众多参会嘉宾
拍照“留念”。

大河财富论坛重磅 IP“中原实业
家&金融家50人论坛”再次精彩亮相，
与会嘉宾围绕“双循环与新河南”“资
本新生代：顺势与逆行”等热点议题进
行深度对话；论坛共设置 3个平行空
间，多场论坛同步举行，以组合形式同
频共振，主旨演讲、平行论坛、报告发
布、专家开放座谈会等多种形式轮番
上演。

论坛期间，同步举行了“大河财
立方智慧财经全媒体智库‘院媒共
建’签约仪式”和“大河财立方 3.0 版

客户端暨 VIP 数字频道上线倒计时
启动仪式”，大河财立方智库的智囊
团再度扩容。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论
坛从一年一聚，创新升级为“论坛财
富季”，从 8 月开始就开讲堂、下市
场、走县乡，不断提升高度、拓展深
度，是一次新型智库建设的有益探
索。

实效链接、立体赋能，16岁的大河
财富论坛又站在新起点、踏上新征
程。不断探索和演进的大河财富论
坛，已从单一论坛走向多元生态，将继
续深化思想成果，在同心谋划“十四
五”发展大计、融入新发展格局的过程
中，为助力中原更加出彩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③4

育先机 开新局

制图/周鸿斌

上图：12月6日，汝阳县县直单位职工在前
坪水库沿岸进行冬季造林。⑨3 康红军 摄

沿黄生态廊道
示范工程分布示意图

相关链接：今年我省启动 18 个沿黄生态廊道建设工

程，其中有 6 个作为“样板”建设，突出示范带动作用。它

们分别是郑州花园口示范段、开封新区示范段、开封黄河

大堤示范段、洛阳孟津示范段、新乡平原示范段、三门峡

百里示范段。

下图：12 月 6日，开封市顺河
回族区党员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
参加植树活动。⑨3 李俊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