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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黄河重要流经省份，河南

境内黄河流域面积占全省面积的

21.7%，沿黄地区也是河南省的经济

中心，因此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对河南而言意义重大。

近年来，河南积极抢抓战略机遇，加

快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高质量发展

新路子，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黄河宁，天下平”，黄河生态

安 全 事 关 国 家 兴 盛 与 民 族 复 兴 。

但直至今日，黄河流域水资源供需

矛盾尖锐、生态环境脆弱、水沙关

系不协调等诸多问题仍然存在。

未来，我省要实现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生

态优先，以生态保护引导产业发展，

以产业发展更好地支撑生态保护，

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要

把握沿黄地区生态特点和资源禀

赋，引领沿黄生态文明建设，在全流

域树立河南标杆。如今，370公里沿

黄复合型生态廊道正在建设，18 个

国控断面水质全部实现达标。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是河南区域

经 济 发 展 的 一 个 重 大 转 型 信 号 。

我省要抓住这一机遇，加快推进新

旧动能转换，特别是摆脱资源消耗

大、环境污染严重、发展方式粗放

的旧动能，寻找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生态效益共赢的新动能，构建

绿色产业生态。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我省保护

治理黄河的氛围更浓了，全社会参

与程度越来越高，践行新发展理念

更加自觉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更

多 了 ，中 原 儿 女 的 文 化 自 信 更 强

了，大家越来越认识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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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的成效

正在逐步显现。③8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水资
源学院院长、教授 韩宇平
（本报记者 李运海 刘晓阳 整理）

让黄河成为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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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晓阳 李运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保护黄河是事关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10月 20日至 22日，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黄河入海口，并在济南市主持召

开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

会。

两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豪情满怀地发出

“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号召，为新时代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擘画宏伟蓝图。

从中游郑州到下游济南，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到“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大河奔涌，奏响了新时代

的澎湃乐章。

新时代，新气象。近年来的治黄成就在横贯河

南711公里的黄河上留下了鲜明印记。

“‘重在保护、要在治理’，努力把
黄河打造成人民的幸福河。”黄委相关
负责人在采访中表示。抓好大保护、
协同大治理，一幅水清、岸绿、景美的
生态画卷正徐徐展开。

河里的水质变清了——省生态环
境厅统计数据显示，去年黄河流域河
南段好于Ⅲ类水的断面占比高出国家
下达目标近28个百分点。

湿地的鸟儿变多了——目前，全
省黄河流域湿地公园已达 67处，其中
国家级湿地公园 25处。2020年，民权
黄河故道湿地被核准列入《国际重要
湿地名录》，提升了我省黄河流域湿地
的国际影响力。每年 10 月到翌年 3
月，成千上万只白天鹅从遥远的西伯
利亚迁徙到三门峡黄河湿地栖息越
冬；洛阳、郑州、新乡、濮阳等地黄河滩
区吸引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鸨的光
临；世界极危物种青头潜鸭在民权黄

河故道安家落户。
沿岸的景色更美了——作为黄河郑

州段生态保护核心区，郑州滩区生态公
园内，花红树绿、鸟鸣啁啾。在海事码
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美丽的景色令人心旷神怡。驴友孙志民
说：“我们经常从市里骑行过来，眼看着
母亲河一天天变化，真是太漂亮了。”

群众的笑容更多了——随着小秦
岭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当地政府抓
住契机，实施经济转型，旅游业得到快
速发展。地处小秦岭的亚武山国家森
林公园，曾创下 3天吸引游客 10万人
次的纪录。说起这几年的变化，当地
群众笑得合不拢嘴，“幸福的日子在向
我们招手！”

大河汤汤，岁月奔流。黄河安澜、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是对母亲河哺
育儿女的最好回馈，也是黄河高质量
发展长卷的最美注脚。③8

西控潼关，东据崤函，豫陕之交的
咽喉地带，苍莽群山如巨龙紧依黄河，
龙头便是小秦岭。曾经，小秦岭矿坑
星罗棋布，矿渣漫山遍野，山体满目疮
痍，5 条从山上奔流而下直入黄河的
一级支流饱受污染，给母亲河平添浑
浊。

2016年，河南小秦岭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矿山环境整治和生态修复战全
面打响。从破坏到修复、由喧嚣到沉
寂，5年里，小秦岭成为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新样板”。

保护区西枣香检查站护林员王永
江感慨地说：“过去是黏稠的灰水，现
在，这水可以媲美矿泉水！”山青了，水
绿了，动物也欢畅了，红外相机频频拍
摄到林麝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林间活
动的画面。

黄河污染表象在水里、问题在流
域、根子在岸上。不断提升流域内生
态保护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
性，才能使水清河畅成为常态。河南
不断加强顶层设计，《2020年河南省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要
点》《关于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的意见》相继出台。

扮靓母亲河，提质升级黄河生态
廊道，打造集生态屏障、文化弘扬、休
闲观光、高效农业于一体的复合型生
态廊道样板，成为我省推进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先手棋”。
郑州编制沿黄生态廊道概念性规

划，坚持分类施策、突出特色。省道
312线今年“五一”正式通车。行驶在
这条中原最美沿黄公路上，阳光穿过
茂密的树林，留下斑驳光影，翩翩起落
的飞鸟与碧绿连天的植被构成了一幅
绚丽的风景画，让人沉醉。

开封按照“一轴、一带、两线、三片
区、十五个景观节点”规划布局，投资
13亿元建设 21公里长的高标准示范
段，廊道以大堤为轴打造宋词文化体
验带，水龙吟、鹧鸪天、如梦令、蝶恋花
等 15个景观节点步步成景，处处散发
着迷人气息。

洛阳坚持宜林则林、宜果则果、宜
湿则湿，统筹推进廊道绿化和湿地建
设。观景台上，黄河美景尽收眼底；林
间穿行，满山翠绿惹人陶醉……新安
县正村镇石泉村成了黄河之滨的“新
景区”、回味乡愁的“打卡地”。“黄河生
态保护，让石泉荒坡变绿洲、穷乡变富
地。”该村党支部书记毛献新感慨地
说。

数百公里的沿黄生态廊道，宛如
一条绿色飘带，从三门峡蜿蜒往东，将
整个河南段晕染起来。目前，全省已
完成沿黄生态廊道造林 10.7 万亩，年
底黄河河南段右岸生态廊道将全线贯
通。

10月 9日，郑州花园口险工段，黄河滔滔，水天一色，黄
委花园口水文站工作人员王忠学与同事完成了当天的第二
次测流。

黄河秋汛形势严峻。9月27日以来，已接连出现3个编号
洪水。黄河潼关水文站10月 7日出现8360立方米每秒的洪
峰，据水文资料统计，这场洪水是潼关水文站自1934年有实
测流量资料以来在同期出现的最大洪水。

“花园口水文站是黄河下游防汛决策及水量调度的控制
站，其断面流量如果超过4800立方米每秒，下游山东区域卡
口河段发生漫滩的风险就会增大。”黄委郑州水文水资源勘
测局局长吴幸华介绍，当前流量4780立方米每秒，因为小浪
底等干支流水库群的联合调度，才得以使花园口流量长时间
控制在4800立方米每秒左右。

小浪底水库位于黄河干流最后一个峡谷的出口，控制黄
河流域90%的水量和几乎全部的泥沙，发挥着承上启下的重
要作用。

为应对洪水，减轻中下游防洪压力，小浪底水库全力投
入防洪运用，突破历史最高运用水位，拦洪削峰。

其实，每年汛期到来之前，小浪底便会进行调水调沙，巨
大的水流喷涌而出，再现“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壮观景象。

连续 20年的调水调沙，使下游河道主河槽平均降低 2.6
米，主河槽最小过流能力由2002年汛前的 1800立方米每秒
恢复到2021年汛前的 5000立方米每秒左右，中小洪水漫滩
概率减小，防洪效益和生态效益巨大。

多年来，在全力保障黄河长治久安中，我省紧紧抓住水
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健全“上拦下排、两岸分滞”防洪
格局，实现了由频频决口到岁岁安澜，由多年断流到水通河
畅，确保大堤不决口、河床不抬高、河道不断流、水质不超标，
万里黄河，润泽千家万户。

平安之河
——永保安澜是底线

绿色之河——生态优先是底色

幸福之河——保护发展是底气

壮美的郑州黄河文化公园。公园内
文化景点星罗棋布，每年吸引着上百万
名游客前来参观游玩，成为新的“网红”
打卡地。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应急救援队员
正在黄河岸边巡查
水情。⑨6 本报记
者 聂冬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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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党代会喜迎党代会 阔步新征程阔步新征程 出彩奋进这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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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定目标、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久久为
功，确保“十四五”时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为黄河永远造福
中华民族而不懈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