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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征程 豫见新气象豫见新气象

本报讯（记者 李铮 冯芸 归欣）
3 月 23日晚，省委书记楼阳生主持召
开视频调度会议，专题研究部署周口
市太康县疫情防控工作。省长王凯出
席。

楼阳生听取太康县疫情防控工作
情况汇报，与省卫生健康委及专家组
成员一起分析问题、研判形势，部署下
步防控工作。楼阳生强调，要紧抓应
急处置关键期，果断施策、全力以赴、
尽锐出战，力争在最短时间内圈住传
染源头、封死传播途径、捞干风险隐
患，在一个潜伏期内扑灭疫情，坚决把

疫情解决在当地。要统筹运用流调、
隔离、检测措施，聚焦学校、餐馆等存
在聚集性传播风险的重点场所，深入
开展溯源流调、病例流调、环境流调，
迅速查清传播链条、风险人群，对所有
密接、次密接者全部集中隔离，做到应
隔尽隔、应隔快隔，严防隐匿传播、交
叉感染。要统筹调度人员设备，加大
力度、加密频次，高质量开展核酸检
测，重点人群两天三检，集中力量、集
中资源全力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各
县区要坚持问题导向，压实属地责任，
加强农村、社区网格管理，切实筑牢守

牢基层防线、卡口防线、数字防线，对
来自确诊病例地区的外来人员全面排
查、摸清底数，跟进健康管理、核酸检
测等措施，确保不漏一人。要统筹抓
好疫情防控和社会面管控，做好隔离
封控区群众生活物资供应，保障好就
医用药等特殊需求，加强社会治安管
理，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王凯指出，要迅速深入开展流调
排查，果断扩大筛查范围，坚持“一人
一专班”，统筹调度流调人员队伍，加
快进度、拓展深度，尽快圈住封死扑灭
疫情。要加大隔离管控力度，备足备

好集中隔离点，配齐医护人员、服务人
员，加强转运闭环管理，确保应隔尽
隔、无一遗漏；严格规范隔离点管控，
切实消除隐患、堵塞漏洞，坚决防止交
叉感染。要加密重点人群核酸筛查频
次，突出中高风险地区入豫返豫人员、
学生、涉疫人员等重点群体，做到两天
三检、单采单检，最大限度降低传播风
险。要落实省内支援机制，跨区域调
配人员物资，以最短时间、最小成本赢
得最好防控成效。

孙守刚、陈星、戴柏华、顾雪飞出
席。③5

□本报记者 田宜龙 郭歌

“运营商来了？”“早就来了！”
3月 20日，在栾川县陶湾镇协心

村，面对记者对乡村运营商进驻情况
的提问，省政府研究室驻该村第一书
记刘小攀回答得坚定又激动。

入驻“零门槛”、服务“零死角”、
合作“零矛盾”、政策“零棚架”，策划
项目政府优先支持，基础运营费用政
府补贴……今年年初，栾川县面向全
国公开招募“乡创运营师”，广揽“绿
水青山合伙人”。

栾川的山水生态资源得天独厚，
“英雄帖”一出，揭榜者纷至沓来。3
月 11日举办的全国百名乡创运营师
（乡贤）栾川行暨乡村运营集中签约
活动中，报名运营商达 67家 121人，
其中省外4家，乡贤20人。

乡村振兴，乡村建设是关键，乡
村运营是抓手。去年，洛阳市委市政
府提出，以乡贤返乡创业为抓手发展
乡村产业，以乡村运营为抓手推进乡
村建设，以“三变”（即资源变资产、资
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改革为抓手
激发乡村发展活力。

除了栾川县外，孟津区、洛宁县、
新安县、嵩县、宜阳县等地也陆续出台
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了大批客商、乡
贤等“绿水青山合伙人”积极加盟。

乡村如何运营？栾川县初步探索
出“三定四动”模式，其中，“三定”即厘
定有用资产、选定优质团队、确定运营
机制，“四动”指政策撬动、部门联动、专
家互动、考评驱动，进而实现农民增收、
集体增效、乡村增值的“三增”目标。

“过了春节，我们团队就进驻陶
湾镇，开始对协心、红庙、西沟、唐家庄
4个村庄进行前期调研。”栾川引进的
一家运营商、浙江趣村游乡村运营管
理有限公司栾川项目负责人吕荣华
说，“我们将通过顶层规划、团队建设、
营销管理、数字运营四大板块，打造品
牌IP、引进产业资源，将这里打造成一
个集成化乡村运营示范区。”

“为突破乡村旅游发展瓶颈，我
们引进专业运营商，通过公司化运
营、打包式发展来实现规模化深度开
发，从而以运营带动建设、以建设形
成产业，让百姓富裕、让集体经济受
益。”刘小攀说。

（下转第四版）

本报讯（记者 王延辉）“中午 12点前
下单，下午就收到了货。”3月24日，郑州市
民郝建在京东上买了五大包复印纸，令他
没有想到的是，配送速度竟如此之快。

事实上，在郑州，越来越多的人跟郝建
一样，享受着“极速购物体验”。而这背后的
支撑力，来自于物流体系的不断完善和物流
枢纽能级的持续放大。

机器人“背着”货架跑，传送带上包裹
自己“认路”……在位于郑州经开区的京东
物流郑州亚洲一号智能物流园区，这样的
场景每天都在发生，日均可处理100万单。

郑州市物流口岸局提供的一组数据显
示：去年，郑州“陆海空网”四条丝路建设取
得突破，市场主体培育初见成效，A级物流

企业增至 119家、占全省总量的 55%，5A
级企业达到9家、占全省总量的82%，省级
冷链、快递、电商示范物流园区达 14 家。
在此带动下，去年郑州市物流业增加值完
成1002亿元，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

借综合交通枢纽之利，携空铁公海“四
港一体”多式联运体系之便，郑州市国际物
流中心建设步伐越走越快。

全力开局破题、奋力高台起势，郑州市
强化物流拉动，锚定了今年物流业一系列
新目标：以“11224”重点工作为引领，努力
实现物流业增加值增长8%；A级物流企业
新增10家；郑州机场旅客吞吐量完成2400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完成75万吨，保持国际
货运机场前40强；国际货运班列（郑州）开

行2600列；铁海联运达到2万标箱。
“11224”重点工作，一串数字隐藏着郑

州加快打造国际物流中心的发展路径：建设
郑州中欧班列集结中心，争创郑州空港型国
家物流枢纽经济示范区，抓好国家物流枢
纽、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2个平台建设，打
造中西部地区口岸数量和功能标杆、全国综
保区建设发展标杆，落地郑州国际航空邮件
枢纽口岸、中国邮政航空第二基地、中国物
流集团子公司中国国际速递全国总部、中国
特种物流全国总部4个项目。

在厚植优势中巩固与提升、在再造优势
中突破与发展，郑州加速推动交通枢纽优势
向枢纽经济优势转化，为国际物流中心建设
不断蓄势储能。③6

本报讯（记者 宋敏）河南特高压
版图上再添浓墨重彩的一笔。3月 24
日，随着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负责人一
声令下，驻马店—武汉1000千伏特高
压交流工程（以下简称驻马店—武汉
工程）等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记者在开工动员大会河南分会场
了解到，驻马店—武汉工程，起于已建
的驻马店换流变电站，止于在建的武汉
换流变电站，新建双回1000千伏输电
线路287公里，总投资38亿元，计划于
2023年建成投运。作为华中“日”字形
特高压交流电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工
程将显著提升河南、湖北两省之间的电
力交换能力，提升华中电网的安全稳定
水平，满足华中快速增长的用电需求。

近年来，随着疆电入豫、青电入豫
等一批特高压工程建成投产，河南电
网 500 千伏“鼎”字形主网架基本形
成，电网跨区域资源调配能力显著增
强。“十三五”以来，河南电网保持年投

资 300亿元以上高位态势，全国电力
联网枢纽地位持续强化，率先跨进特
高压“交直流混联”新时代。“十四五”
期间，国家电网公司计划投资1853亿
元，支持河南电网灾后重建和高质量
发展，投资额再创历史新高。

“加快特高压工程建设，可有力拉
动上下游企业发展，以乘数效应带动
经济增长，经济社会效益十分显著。”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特高压工程建设
指挥部主任李应文说，驻马店—武汉工
程是河南自灾后恢复重建以来投资最
多、电压等级最高、输电容量最大的电
网项目。工程投运后，将有效提升河南
电网安全保障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保
障青海—河南等特高压工程高效稳定
输送清洁电力，对促进我省经济社会发
展、保障电力安全可靠供应、推动能源
绿色低碳转型发挥重要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驻马店—武汉工
程采用我国自主研发、国际领先的特

高压输电技术，能降低系统输电损耗，
有效节约输电线路走廊及土地资源，
具有输电容量大、距离远、损耗低、占
地省的突出优势，是建设“资源节约
型、环境友好型”电网的具体表现。

从全国来看，河南特高压电网处于
枢纽位置，目前境内在运特高压设施增
至“5站13线”，在建工程2项、涉及线路
长度 310公里。2021年，河南外电入
豫规模创历史新高，电量达715亿千瓦
时，占比超过全省用电量的1/5，同比增
长 19%，相当于减少省内电煤消耗
3575万吨、二氧化碳排放8580万吨。

按照规划，到 2025年，河南将建
成省内“三交三直”特高压落点、“H”
形交流网架；形成以郑州大都市区为
中心的“一核五翼”500 千伏骨干网
架，建成国内一流的城市电网和中部
领先的农村电网；具备吸纳3000万千
瓦外电、消纳4500万千瓦新能源和保
障1亿千瓦电力需求的能力。③9

楼阳生在视频调度太康县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

紧抓应急处置关键期
力争一个潜伏期内扑灭疫情

王凯出席

去年物流业增加值首超千亿元

郑州加速迈向国际物流中心

乡村来了“运营商”

我省又开工一条特高压重点工程
将有效提升华中电网安全稳定水平

3 月 23 日，
春光明媚，禹州
市三峰山南水北
调干渠边，一望
无际的油菜花田
与返青的麦田被
春天染成了调色
板。⑨ 6 吕 超
峰 李麦囤 摄

田野春色

□本报记者 胡舒彤

“唐宫夜宴”系列火爆“出圈”，“只有河南·戏
剧幻城”全国瞩目，河南博物院“考古盲盒”备受青
睐……文化是河南最大的“不动产”，拥有难以替代
和模仿的竞争优势。

如何让竞争优势产生真金白银的经济效益？“坚
定文化强省自信，服务文旅文创融合战略，把握文旅
文创高渗透性、强融合性、可跨越性的特征，储存文
化、流转文化、创新文化，抵达价值的‘诗和远方’。”河
南省文化旅游投资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吴孟铎说。

“伸手一摸就是春秋文化，两脚一踩就是秦砖汉
瓦”。河南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是中华民族和华夏
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正所谓“行走河南·读懂中国”。
正因如此，对于河南来说，文旅文创产业做不上去是
没有理由的。然而，与陕西、山西、浙江等文旅文创
产业发展较好的省份相比，河南最难突破的却是资
源禀赋的自我设限，特别是颠覆性创新、沉浸式体
验、年轻化消费的创新业态和模式较少，概括讲就是

“有说头、缺看头；有资源、缺转化；有建筑、缺业态”，
战胜自身才能实现华丽蝶变。

城市是文化发展的“土壤”，深耕全域旅游“有看
头”。李曼迪是我省一家旅行社国际部负责人。她
说：“游客的消费习惯正在发生改变。过去是直奔知
名景点，就爱人多热闹，现在则更喜欢到当地的小巷
子、小茶馆等地，沉浸式体验当地的生活，了解当地
的文化。”全域旅游就是从经营景区到经营城市的转
变，让游客将衣食住行的消费都留在当地。河南大
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耿明斋说，“三座城、三百里、三
千年”是河南文化产业的新 IP，郑汴洛联袂打造一
个没有“验票口”的城市旅游地，让游客留在河南三
五天不走。

实打实打造“爆款”产品，串联黄河资源“有转
化”。整合串联河南沿线的旅游资源，黄河是绝对的
顶流。从文化来说，能够看到历史传承；从自然来说，
能够感受天然生态。著名旅游经济和管理专家魏小
安表示，在现有资源下，要对黄河文化“富矿”深入发
掘，做河南旅游发展增量。例如，如今“90后”“00后”
撑起3亿人的消费大市场，可借助数字技术建设“一
馆看黄河”沉浸式旅游项目，以满足新生代需求。

做足观光之外“蛋糕”，创新休闲康养业态。河
南是人口大省，特别是老年人口数量超过1500万人
并且仍在快速增加。爱馨养老集团创始人豆雨霞建
议：“依托河南山水、中医药和少林太极文化，将具备
条件的村落建设成休闲康养度假园，打造全国重要
的康养目的地和康养产业集群。”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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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千伏特高压南阳站是全国第一个特高压交流工程的中间站，与新开工的驻马店—武汉工程，都是华中“日”字形特高压交流电网的重要组成部分。⑨6 吉民 摄

3月22日，游客在荥阳古柏渡丰乐樱花园中赏花拍照。⑨6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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