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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十大战略”之七

在实践实干中锻造烈火真金
——我省“墩苗育苗”计划工作综述 04│要闻

02│要闻

本报讯（记者 归欣）10 月 20
日，河南省人民政府与中国南水北调
集团有限公司在郑州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省长王凯见证签约，并与南水
北调集团董事长蒋旭光举行会谈。

王凯向蒋旭光一行到河南考察
交流表示欢迎，感谢南水北调集团
对河南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今
年 7月以来，面对特大暴雨灾害的
严峻考验，河南坚决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
全力打好防汛救灾和疫情防控两场
硬仗，灾后重建全面展开，重大项
目、重大工程积极推进，经济形势恢
复向好。当前，河南牢记习近平总
书记“奋勇争先、更加出彩”殷殷嘱
托，按照省委提出的锚定“两个确
保”奋斗目标、全面实施“十大战
略”、推动新发展格局下县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重大部署，在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征程中
作出河南贡献。

王凯表示，南水北调是跨流域跨
区域配置水资源的骨干工程，事关战

略全局、事关长远发展、事关人民福
祉。河南愿与南水北调集团一道，认
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南水北
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积极推进后续工程建
设，全面强化沿线环境治理，确保一
泓清水北上，不断造福沿线人民，更
好服务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
脉。希望南水北调集团充分发挥人
才、融资等优势，进一步深化双方合
作交流，在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保
护利用，以及水利工程建设、管理、运
行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河南将尽力
提供优质服务、创造良好条件。

蒋旭光说，河南是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的核心水源区、主要建设地
和移民迁出地，为南水北调事业作
出了重大贡献、巨大奉献。南水北
调集团将立足自身优势，聚焦水生
态保护、水环境治理、水利工程建设
等领域，围绕推动绿色发展、实现碳
达峰碳中和等进一步加强双方合
作，助推河南高质量发展。

武国定代表省政府签约。③9

本报讯（记者 孔学姣）10月 20
日，记者从省市场监管局获悉，今年
前三季度，全省新设市场主体110.6
万户，同比增长 9.5%。其中新设立
企业 35.6 万户，同比增长 8.5%；新
设立个体工商户 74.3 万户，同比增
长 10.1%；新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
7598户，同比减少1.7%。新设企业
中，国有、集体及其控股企业达 1.8
万户，同比增长23.1%。

截至 2021年 9月底，全省实有
市场主体 833.2 万户，居全国第五

位，同比增长9.5%。其中，实有企业
238.5万户，同比增长15.1%；实有个
体 工 商 户 575.2 万 户 ，同 比 增 长
7.6%；实有农民专业合作社 19.5 万
户，同比增长1.8%。

省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认
为，相比其他市场主体类型，企业
在组织结构、抗风险能力、带动经
济、促进就业等方面，具有先天优
势 。 全 省 目 前 实 有 企 业 增 速 较
高，说明了发展质量的进一步提
高。③9

本报讯（记者 宋敏 逯彦萃）10 月
20日，在第九届中国创业投资行业峰会

“河南发布”环节，我省锚定创业投资的
“募”“投”两端同时发力，宣布设立两只
总规模1650亿元的省级引导基金，建立
河南省优质企业备投项目库。

本次设立两只省级引导基金，旨在发
挥政府性资金的产业引导、政策扶持作
用，培育壮大本土创投行业，招引全国优
秀天使风投创投机构关注河南、投资河
南，助力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根据有关方案，我省依托河南投资集
团、中原豫资控股集团、河南农开公司等
三家省属投资公司配套出资，分别组建了
总规模150亿元的省创业投资引导基金
和总规模1500亿元的省新兴产业投资引
导基金。这两只大型母基金用于广泛招
引国内外先进创业投资和产业投资基金
管理机构，重点投向我省新型显示和智能
终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及优势特色产
业链条上的成长期、成熟期创新型企业。
目前，两只引导基金已完成组建工作。

此外，河南从全省范围内筛选了
152家有发展潜力、有股权融资需求、信
用良好的优质企业，设立了河南省优质
企业备投项目库。③9

总规模 1650亿元
两只省级引导基金正式设立

省政府与南水北调集团
签 署 战 略 合 作 协 议

王凯见证签约并与蒋旭光会谈

全省实有市场主体居全国第五位

新设市场主体增长9.5%

本报讯（记者 李铮 冯芸）10月
20日，省委书记楼阳生在郑州与交
通运输部部长、党组副书记李小鹏
举行工作会谈。省长王凯出席。

楼阳生代表省委、省政府感谢
交通运输部对河南经济社会发展，
特别是防汛救灾、灾后重建工作的
大力支持。楼阳生说，今年 7月份
以来，河南遭受了特大洪涝灾害，
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指
示，李克强总理作出批示并到河南
考察指导，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
方向、提供了遵循。面对汛情疫情
的双重考验，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
强领导下，在国家各部委、兄弟省份
的大力支持下，河南全省上下众志
成城、攻坚克难，统筹做好经济社会
发展各项工作，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持续保持向好态势。河南是交通大
省，是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加快推
进现代化河南建设，把交通区位优
势转化为枢纽经济优势，离不开现
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有力支撑。

恳请交通运输部一如既往关注支持
河南，在推动枢纽经济发展、行业创
新平台打造、交通数字化管理、现代
化机场群建设、公路应急救援能力
提升等方面加大指导支持力度，助
力河南高质量发展。

李小鹏对河南交通事业发展特
别是在“四好农村路”建设取得的成
就予以充分肯定。他说，交通运输
是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建设交通
强国，关键在抓好试点、做好规划、
建好项目。河南承东启西、连南贯
北，区位优势明显，发展态势良好。
希望继续支持交通强国试点工作，
在项目建设、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培
养等方面先行先试，探索路子、总结
经验、作出示范。交通运输部将全
力支持河南灾后重建、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等，为建设现代化河南作出
积极贡献。

交通运输部党组成员、副部长
戴东昌，省领导穆为民、周霁参加会
谈。③9

▶▶ 河南密集揭牌省实验室为哪般

楼阳生与交通运输部部长
李 小 鹏 举 行 工 作 会 谈

王凯出席

本报讯（记者 李铮 冯芸）10月 20
日，我省第三家省实验室——黄河实
验室揭牌仪式在郑州举行。省委书记
楼阳生出席并讲话，省长王凯出席。

揭牌仪式上，楼阳生为黄河实验室
揭牌，王凯宣读《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建
设黄河实验室的批复》。中国科学院院
士、黄河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王光谦
介绍实验室总体情况及发展构想。

楼阳生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实验
室的成立表示祝贺，向水利部、黄委和
清华大学长期以来关注支持河南发展
表示感谢，向参与建设的专家学者和
有关单位致以敬意。他指出，成立黄
河实验室，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让黄
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重大要求
的重要举措，是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的实际行
动，使命光荣、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一是守护母亲河，使命在肩。“母亲
河”这一称呼，展现了黄河在中华儿女
心中的特殊地位、黄河保护治理对国计
民生的重大影响。要牢记习近平总书
记殷殷嘱托，从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和永续发展的高度，坚决扛牢守护
母亲河政治责任，深怀崇敬之心、感恩
之心、呵护之心，勇于攻坚克难、勇攀
科技高峰，引育一流人才，构建一流生
态，多出一流成果，以科技创新赋能重
大国家战略实施，为开创大江大河治
理新局面贡献河南智慧、河南力量。

二是聚焦生态河，兴利除患。九曲
黄河万里沙，治黄的关键是水沙问题。
要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
子”，借鉴历史、立足当下、着眼未来，聚
焦变水害为水利，把上游中游下游贯通
起来研究，干流支流流域统筹起来把
握，治沙治水治城结合起来推进，围绕
水沙调控、生态环保、植被恢复等，集中
力量聚力攻关，加快突破关键技术，努
力实现水沙协调、人水和谐。

三是打造数字河，锐意创新。要树

立大时空观，以百年、千年乃至更长时
间为周期来研究黄河，依托现代信息技
术，“把黄河装进计算机”，既还原本来
又预测未来，深入研究气候周期性变
化、人类活动等带来的影响，科学预测
水沙变化、河道走势、地形演变等，精准
制定治理、开发、管理黄河的方案措施，
提高黄河治理的科学性、系统性、前瞻
性。

四是依托文明河，开放合作。黄河
中下游是中华文化的主干，儒道法墨等
诸子百家在这里发源，“四大发明”从这
里诞生，黄河文化蕴含的创新精神，是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活力之源。要秉
承开拓创新的文化基因，用好黄河文化
强大影响力、凝聚力，树立全球视野，瞄
准国际前沿，广泛开展全流域合作、多
领域协同、跨国界交流、跨文明对话，着
力建设开放式创新平台，以更多融合创
新、协同攻关、开放合作成果，彰显中华
文化深厚底蕴，坚定科技自信、文化自
信。

五是目标幸福河，治保并举。建设
幸福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要做好

“治”文章，聚焦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
头治理，集中开展科研攻关，多出有针

对性、突破性的科研成果、技术方案。
要下足“保”功夫，围绕保黄河安澜、保
人民安全、保高质量发展，加强应用研
究，突破瓶颈制约，促进成果转化，为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民生改善、高质量发
展提供科技支撑。

揭牌仪式结束后，楼阳生、王凯等
参观了黄河实验室“模型黄河”实验基
地，查看了黄河小浪底至陶城铺河段大
型动床河工模型试验，询问了解黄河流
域治理情况。

孔昌生、穆为民、武国定、霍金花、
刘炯天、汪安南出席。③6

守护母亲河聚焦生态河依托文明河打造数字河建设幸福河

黄河实验室揭牌运行
楼阳生揭牌并讲话 王凯出席

▶▶ 三家省实验室揭牌见证决心信心

汇智创投新发展
聚力创业高水平

03│特刊

05│特刊

10月20日，省委书记楼阳生为黄河实验室揭牌。⑨6 本报记者 董亮 蔡迅翔 摄

□赵志疆

保护黄河是事关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

大计，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是重大

国家战略。10 月 8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

河南的发展迎来重大机

遇。10 月 20 日，黄河实

验室正式揭牌成立，河

南着手构建功能强大的

“智慧大脑”，让黄河母

亲河成为体质健康的生

态河、引领创新的数字

河、对话世界的文明河、

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黄河素有“铜头铁

尾豆腐腰”之称，河南境

内 的 黄 河 大 部 分 位 于

“豆腐腰”位置。实现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首先就要变水害为水利，以科技

力量统筹治沙治水治城，以数字经济带

动产业转型升级。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

河，黄河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活水源头。

讲好新时代黄河故事，保护传承弘扬黄

河文化，需要建立沟通历史与现实、拉近

传统与现代的黄河文化体系，以高水平

研究成果，向世界全面展示真实、立体、

发展的黄河流域。

面向重大国家战略需求，瞄准流域系

统治理国际前沿，以服务流域社会经济高

质量发展为目标，黄河实验室致力于为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

撑。黄河流域的发展已进入新的发展阶

段，为黄河配置一颗“智慧大脑”，古老的母

亲河将焕发出更大的魅力与活力。1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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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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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晓阳

10 月 20日，黄河实验室揭牌成
立。这是继嵩山实验室、神农种业实
验室之后，河南第三家省实验室。让
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黄河实
验室将成为重要科技支撑平台。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和坚
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黄河流域是
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经济地带，保
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
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

2019 年 9 月，在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要共同抓好大保护，协
同推进大治理，着力加强生态保护
治理、保障黄河长治久安、促进全流
域高质量发展，并发出“让黄河成为

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号召。前不
久，《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规划纲要》发布，为全面建设现
代化河南，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
彩的绚丽篇章，提供了重大历史机
遇。

正当其时。黄河实验室将扛起
服务河南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支撑黄
河流域高水平管理、落实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重任。
锚定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重大国家战略，瞄准流域系统治理
国际前沿，把握“水—沙—碳—能”要
素，致力前瞻性、原创性核心技术研
究，建好特色科技链条“关键环”，支
撑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推动
黄河全域统筹和科学调控，开创大江
大河治理新局面。

新中国治黄成就是基础

黄河是世界上泥沙含量最高、治
理难度最大、水害严重的河流之一。
素来善淤、善决、善徙的黄河，在塑造
形成沃野千里的华北大平原的同时，
也给沿岸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千百
年来，历朝历代始终在同黄河水害作
斗争。沿黄人民对安宁幸福生活的
夙愿一直难以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从毛泽东同志
“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到习近平总
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
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黄河治理
实现了从被动到主动的历史性转变，
创造了黄河岁岁安澜的历史奇迹。

（下转第二版）

我们的幸福河近了

百里绿廊，生态黄河。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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