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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金京艺）10 月 11
日，2021 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河
南省活动开幕式在郑州举行。

省委常委李亚出席并讲话，副
省长陈星、省政协副主席周春艳出
席。

开幕式上，与会领导向中小学生
代表赠送网络安全科普读物，为网络
安全主题儿童画大赛、主题摄影比赛
一等奖获奖者颁奖，向“网络安全进
基层”宣讲专家授旗。

李亚指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
国家安全，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
行。全面建设现代化河南、实现“两
个确保”，离不开可靠的网络安全保
障。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树立正确网络安全观，立足本
质安全，持续加强网络安全保障体系

和能力建设，筑牢网络安全屏障。李
亚强调，要把增强全民网络安全意识
作为基础工程，广泛开展宣传教育，
打好网络安全“人民战”；把关键信息
基础设施保护作为重中之重，加快构
建保障体系和保护机制，敏锐、洞察、
果敢做好预警处置，持续提升安全防
护能力；把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保护
作为关键任务，完善数据安全管理制
度和治理机制，提升人民群众在网络
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把网络
安全法治建设作为根本保障，深入推
进依法治网，用法律武器维护网络安
全。

开幕式前，李亚等参观网络安全
主题儿童画大赛及网络安全主题摄
影比赛获奖作品展、网信红色故事展
等。③8

本报讯（记者 周青莎）10 月 11
日，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中央第九
督导组副组长刘跃进一行来到铁道
警察学院，督导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
作并召开汇报会。

刘跃进对铁道警察学院教育整
顿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肯定，
他指出，当前教育整顿处于查纠整改
关键期，铁道警察学院既是高等院
校，更是政治机关，是党和人民忠诚
卫士的培养基地，必须坚持高标准、
严要求，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
做实。

刘跃进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思想
认识，提升政治站位，深刻理解党中
央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的重大意
义，切实把思想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上来，把学习教育贯穿教育整顿始
终，为教育整顿取得实效提供坚强政
治保证。要针对高等院校的工作特
点和教学特点扎实开展查纠整改，深
入排查顽瘴痼疾的表现形式，剖析深
层次原因，真正把自己摆进去、把职
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要把人才
队伍培养纳入到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工作大局中，深刻思考培养什么样的
政法人才，怎么为国家、为社会培养
高素质政法人才，深入开展全员讨
论，促进全员认识提升。领导干部要
做好表率，带头自我查纠、自我剖析，
敢于动真碰硬，勇于自我革命，坚决
避免走过场。要依法依纪依规严肃
认真处理好每一起查纠的案件，严格
兑现自查从宽、被查从严政策，发挥
好政策落实的引导效应。③8

本报讯（记者 陈小平）10 月 10
日至 11日，以“加强农业结构调整，
推进农业绿色发展”为主题的九三学
社中央第 32次科学座谈会在开封举
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
学社中央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武维
华出席会议并讲话。

武维华指出，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
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
重中之重，推动农业农村取得历史
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当前，我
国农业发展到了转型升级的重要节
点，如何进一步调整优化农业结构，
推进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应在五
个维度上深入思考和实践：要在时
机上把握好“窗口期”，抓住“十四
五”这个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的快速
提升期、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
期、调整我国城乡关系和推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的历史窗口期；要在空
间上优化布局，通过优化产业区域
布局，逐步建立起农业生产力与资
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生态农业新
格局；要在技术上创新引领，着力提
升农业科技支撑能力；要在耕作制
度上提质增效，围绕农业资源节约
高效利用，实现用地与养地的有机
结合；要在政策上完善保障，为农业
转方式、调结构提供完善法律和政
策保障。

武维华说，近年来，九三学社持
续就“三农”问题开展调研、建言资

政，提出了一些质量较高的建议，对
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起到一定助推
作用。此次在农业大省河南召开座
谈会，希望各位专家找准问题、提出
建议，为河南乃至全国农业结构调整
积极建言献策。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孙守刚在
致辞中对专家们的到来表示欢迎。
他说，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奋勇
争先、更加出彩”的殷殷嘱托，河南锚
定“两个确保”奋斗目标，实施“十大
战略”，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河南的新征程。此次会议既是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
重要论述精神的重要举措，也是践行
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生动实践，必将
对河南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实现农业
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产生重要推动
作用。希望各位专家发挥专业优势，
为河南现代农业、绿色农业发展多提
宝贵指导意见。河南将认真研究、积
极采纳、推动落实，共同推进现代化
农业强省建设，奋力谱写新时代中原
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农业农村
部副部长张桃林，九三学社中央副主
席赖明，九三学社中央农林专委会主
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工
程院院士万建民，省政协副主席、九
三学社河南省委会主委张亚忠出席
会议。活动中，与会专家围绕会议主
题进行深入交流探讨，并在开封进行
了实地调研。③8

本报讯（记者 樊霞 成利军）
“妈妈快看，这里有梅花鹿！”10月
11日，随着一名小朋友兴奋地呼
喊，济源南山森林公园的树林中，三
只大眼睛双眼皮、穿着“花衣裳”的
梅花鹿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中。

2018 年，省林业厅和济源在
济源南山林场联合举行了梅花鹿
野化放归活动。野化放归旨在让
人工饲养的梅花鹿通过野外驯
化，提高其野外生存能力，从而扩
大梅花鹿分布范围和种群数量，
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

梅花鹿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
动物。当时野化放归的36只梅花
鹿大多是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在
2003年左右救护的梅花鹿后代。
之所以选择放归南山林场，是因
为这里茂盛的乔木类、灌木类和
蒿草类等绿植为梅花鹿提供了极
其丰富的食物。如今，这群梅花
鹿已繁殖至60多只。

据了解，我省目前没有野生梅
花鹿种群。有关专家介绍，在南山
林场野化放归的梅花鹿，如果能在
此野生繁殖三代，国家就会认定此
处有梅花鹿种群，届时我省将会增
加一个新的野生物种——河南梅
花鹿。③7

本报讯（记者 刘勰）10 月 11
日，全省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暨驻村
帮扶工作表彰会议在郑州召开，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论述，认真
落实中央组织部抓党建促乡村振
兴电视电话会议和省委工作会议
部署，对全省驻村帮扶工作进行表
彰，交流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工作实
践。

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陈舜主持
会议，向受表彰的代表表示祝贺，向
奋战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一线的
党员干部表示慰问。他指出，乡村
振兴事关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顺利实
现，范围更广、标准更高、任务更重、
难度更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

要论述，从近年来加强农村党的建
设、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成就和经验
中，进一步坚定做好抓党建促乡村
振兴工作的信心和决心。要在大局
中把握、在实践中认识驻村帮扶这
一制度性安排的重大意义，继续选
派驻村第一书记，把驻村工作不断
推向深入。驻村第一书记要做能够
点燃群众热情的火种，以公道正派
赢取人心，以干事创业凝聚人力，持
续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动员能
力，带领党员干部群众深入贯彻中
央、省委有关部署，落实好乡村振兴
各项任务。

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对优秀
驻村第一书记和选派单位先进集体
代表颁奖，6 名受表彰代表作了发
言。③5

□本报记者 刘晓阳

林木种质资源库，你了解吗？它
是陆地生物基因的“庇护所”，是林木
良种繁育的原始材料，对于保护生物
多样性、改善生态环境和林木新品种
的持续选育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省地处北亚热带与暖温带过
渡地区，具有独特的林木种质资源
优势，植物种类极为丰富，仅林木资
源就有 1595种，其中，列入国家珍
稀濒危保护的树木就有59种之多。

“一个物种的每一个生物就是一
个独特的基因库。如果这些基因还未
开发就永远失去，损失无法估量。”10
月11日，省林科院王齐瑞博士说。统
计显示，环境条件恶化、外来物种入侵
等原因，致使我国的林木种质资源正
以每年15%的速度消失。加强林木
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的当务之急，是
要抓紧开展珍贵、稀有、濒危和特有
树种种质资源的抢救性保护工作。

今年 5月，第三批国家林木种
质资源库名单公布，河南省黄河流
域乡土树种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名
列其中。目前，我省正积极筹建河
南省黄河流域乡土树种国家林木种
质资源库。

该种质资源库计划收集并保存
榉树、青檀、朴树、皂荚等 8个树种
种质资源 640份，实现林木种质资
源长期有效保存与可持续发展。

“黄河流域是我省生物多样性的
重点地区，建设河南省黄河流域乡土
树种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对进一步
保护和利用我省优良林木种质资源、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意义重大。”
省林科院相关负责人说。③7

生物多样性之四）数说我省自然保护区
和湿地（内容可化用图表）

作为野生生物的“天堂”和最后“避难
所”，自然保护区是生物多样性的核心区域。

目前全省已建自然保护区30处，包括国
家级 13处、省级 17处。其中，宝天曼、鸡公
山、小秦岭、连康山四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
列入“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全省已经形
成了布局基本合理、类型较为齐全、功能较为
完备的自然保护区网络，95%的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动植物物种和 80%的典型生态系统
纳入到了自然保护区范围，野生动植物资源
和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

湿地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生存环境和自然
界最富有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之一，具有
蓄水调洪、调节气候、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多种
功能。

根据全国第二次湿地资源调查结果，全
省 湿 地 总 面 积 942 万 亩 ，占 全 省 面 积 的
3.8%。我省湿地有河流湿地、湖泊湿地、沼
泽湿地和人工湿地四大类，其中河流湿地
554 万亩，湖泊湿地 10 万亩，沼泽湿地 7万
亩，人工库塘湿地371万亩。

通过建设湿地保护区、湿地公园等形式
保护湿地资源，至 2020年底，全省湿地保护
率由2012年的30%增加至52.19%。③7

（ 文字整理记者刘晓阳 资料来源 河
南省林业局）

九三学社中央第32次
科学座谈会在豫举行

2021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
河南省活动启动

持续提升组织动员能力
落实好乡村振兴各项部署

扎实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为党和国家培养高素质政法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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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纲要深一度

推行森林河湖休养生息，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

大工程，做好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加强森林病虫害

防治和外来物种管控。

——河南“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第十一篇第四十三章第三节

□本报记者 赵一帆

10月 11日，联合国《生物多样
性 公 约》第 十 五 次 缔 约 方 大 会
（COP15 大会）在昆明召开，备受
关注的中国馆线上展也正式上
线。河南馆“布展”如何？有哪些
精彩呈现和有趣的故事？记者将
带你一同领略。

河南，因大部分地域位于黄河
以南，黄河中下游地区河流纵横、
森林茂密、野象众多，所以河南又
被描述为人牵象之地——“豫”。
可见自古以来，中原人就有着顺应
自然、保护自然的价值观。

“因此，我们把黄河作为河南
馆的主线之一。”省生态环境厅自
然生态保护处负责人告诉记者，在
此次展出的四大板块中，有两大板
块都讲述了黄河的故事。

点击屏幕“步”入“天地之中·
文明起源”展厅，空中悬河与地上
之河交相辉映，揭开了中原文明与
母亲河的渊源纠缠。从大禹治水
到焦裕禄治水治沙、从现代水利枢
纽建设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一
幅河南、黄河和谐发展的历史画卷
跃然眼前。

大河是生命之源，河南又位于
北亚热带和暖温带过渡地区，生物

多样性丰富。调查显示，全省共记
录陆生脊椎动物 520种，其中国家
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5 种，国家二
级保护野生动物101种。

而这些珍贵的小动物们，将
在“锦绣河山·大美河南”展厅与
观众在线互动。在民权黄河故道
边，青头潜鸭“浅浅”为大家讲述
了家族重回故乡的故事；太行猕
猴“小行”分享了自己在太行山猕
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的美好生
活；来自西伯利亚的大天鹅“小
西”，娓娓道来飞至三门峡越冬迁
徙的有趣旅程……

造就丰富的生物多样性，除了
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还需要持之
以恒的呵护。

在展厅里，你将了解到我省为
生物多样性保驾护航所做的诸多
努力——不断扩大和提高野生动
物疫源疫病监测站的数量和监测
覆盖面、省级以上监测站达到 54
个、开展生物多样性监测、过渡带
森林生态系统研究……

据了解，本次展览于今年 10
月 10日至 2022年上半年，将通过
线上方式面向全球展出，全球公众
可通过 PC端（网址：https：//chi-
napavilion.cop15-china.com.
cn）和手机端参观线上展览。③7

“老家河南”亮相COPCOP1515大会大会

生态文明：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本报记者 刘晓阳 整理 资料来源 河南省林业局）

我省自然保护区和湿地

□本报记者 刘晓波

说起黄河珍稀鱼类鳗鲡，省水产科学研
究院种质资源库负责人赵道全难掩兴奋之情。

“今年 6月份，我们在黄河下游长垣段
发现了 3条鳗鲡，如获至宝。上世纪七八十
年代，鳗鲡每年在黄河黄海之间洄游，后来
由于大型水库建设、黄河断流以及水质污
染，多年不见其踪影。现在鳗鲡重现，说明
黄河的生态环境得到极大改善。”10 月 11
日，赵道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比起鳗鲡，同属珍稀鱼类的北方铜鱼则
没有那么幸运。“这种鱼在上世纪60年代以
前还是黄河中游主要经济鱼类，后来由于过
度捕捞、黄河水质污染等，数量逐渐减少，最
后一次在黄河里发现它是 1996年，之后再
也没见过。”省水产科学研究院科研科科长
王延晖感叹。

曾经，黄河流域鱼类资源丰富，仅干流
就有鱼类120多种，而到本世纪初下降到80
多种，某些“土著”品种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有些种类濒危。

保护珍稀鱼类，恢复生物多样性刻不容
缓。

从2005年起，我省共放流四大家鱼（青
鱼、草鱼、鲢鱼、鳙鱼）、黄河鲤鱼、淇河鲫鱼
等多种鱼类10亿尾，建立了黄河鲤鱼、淇河
鲫鱼、皱纹冠蚌、瓦氏雅罗鱼、乌苏里拟鲿等
国家级水产种质自然保护区 20个；建立大
鲵、黄缘闭壳龟省级自然保护区 3个，大鲵
县级自然保护区2个。

遗传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
部分。2015年，我省依托省水产科学研究
院成立了水产种质资源库，目前已保存黄河
鲤鱼、黄河鲇鱼、拟鲿、黄尾鲴等水产种质资
源33种、种质材料2万份。

“拟鲿不仅实现了保全，还实现
了规模化繁育。上个月，我们在黄
河流域长垣段投放拟鲿 2万尾，预
计3到 5年后，这些投放的稀有鱼类
将会逐渐形成新的种群，这对有效
恢复黄河稀有鱼类种群数量，恢复生物多样
性具有重要意义。”赵道全和他的团队目前
争取到了黄河中下游稀有水产种质资源挖
掘与生物多样性修复科技攻关项目，未来会
有更多的珍稀鱼类在黄河里现身。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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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湿地总面积 942万亩，占全省面积的 3.8%

●我省湿地有 四大类

其中 河流湿地 554万亩 湖泊湿地 10万亩
沼泽湿地 7万亩 人工库塘湿地 371万亩

●通过建设湿地保护区、湿地公园等形式保护湿地资源

至2020年底，全省湿地保护率由2012年的30%

增加至 52.19%。③7

数说

●全省已建自然保护区 30处
包括国家级 13处、省级 17处

● 宝天曼 鸡公山 小秦岭 连康山

四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列入“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络

●全省已经形成了

布局基本合理、类型较为齐全、功能较为完备的

自然保护区网络

95%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

和 80%的典型生态系统

纳入到了自然保护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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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天鹅大天鹅

梅花鹿漫步在济源南山森林
公园。 许超超 摄

1010月月88日日，，从北方南迁从北方南迁
经过卢氏县的百余只白琵鹭经过卢氏县的百余只白琵鹭

在洛河上停留在洛河上停留。。⑨⑨66
程专艺程专艺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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