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居民迁建

□本报记者 李运海

“未来，我省将围绕打造生态保护
示范区、黄河文化传承创新区、高质量
发展引领区，坚持黄河安澜为基、生态
保护优先、统筹治理为要、高质量发展
为本，统筹推进黄河滩区安全、保护、
利用和治理，构建长久安澜、生态优
美、安居乐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美
丽滩区。”5月 18日，省自然资源厅厅
长陈治胜描绘了黄河滩区国土空间综
合治理的前景。

根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我省黄
河滩区总面积2673.05平方公里，其中
耕地、园地及其他农用地1765.25平方
公里，约占滩区总面积的66.04%。滩
区涉及洛阳、郑州、开封、焦作、新乡、濮
阳6个省辖市的19个县（市、区）、93个
乡镇、1249个行政村。

受特殊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制约，
我省黄河滩区以种植业为主，产业结
构单一，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交通、能
源、教育、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也严重
滞后。推进滩区综合治理，对滩区国
土空间整体保护、开发、修复、利用是
落实国家重大战略的迫切需要，是保
障黄河安澜的重要机遇，也是滩区探
索创新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

2020年 3月，省自然资源厅开始
编制《河南省黄河滩区国土空间综合
治理规划（2021—2035 年）》，如今已
完成专题研究、文本编制等工作。

为实现近期目标，我省将黄河滩
区国土空间划分为村镇发展区、高效
农业区、生态保育区和行洪控制区等
四个功能区，对不同的功能区采取有
针对性的治理策略和管控措施，并规
划了防洪安全、居住安全、生态保护修
复和高质量发展“四大行动”，安排了
9大类166个工程项目。

目前，省自然资源厅编制了滩区
综合整治工作试点实施方案，先期在
兰考县开展了饲草种植试点，在开封
祥符区开展了万寿菊花种植、观赏和
营销试点，推进滩区种植结构调整和
耕地高效利用，探索滩区高质量发
展的可实现路径。

陈治胜说，我省黄河滩区国土空

间综合治理规划实施后，黄河滩区将
成为集“河道湿地、农田景观、美丽乡
村”于一体的自然景色与人文景观交
相辉映，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相得益
彰，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互兼顾，水
利工程、生态工程和民生工程融合一
体的生态滩区，让黄河真正成为造福
人民的幸福河。③9

我省对黄河滩区国土空间综合治理的三个近期目标

实施滩区居民迁建工
程，通过临堤淤筑村台、易
地搬迁、货币化安置、城镇
化安置等方式，推动 20年
一遇水位线下滩区居民搬
迁。通过新型村镇社区、
农业特色小镇、生态旅游
小镇、特色风情小镇建设，
推动乡村旅游等高质量经
济产业发展。

到 2025年，安排的黄
河下游河道治理工程基本
完成，结合黄河下游滩区
治理工程（河南），研究桃
花峪水库建设方案。完成
贯孟堤标准化堤防建设工
程、温孟滩移民防护堤建
设工程、控导工程续改建、
险工及防护坝改建加固、
堤河治理、董宋涝河入黄
口治理工程，黄河下游河
势得以基本稳定。干流防
洪标准达标率达到100%，
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在
0.60以上。

河道治理

实施一批高质量生态
修复、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等项目，耕地保有量稳定
在 239 万亩以上，永久基
本农田保护面积保持在
181万亩以上；形成以现代
农业园区、牧草业园区、林
果药材园区为主的高效生
态产业园区，推动湿地休
闲等生态经济产业发展，
滩区生态功能得到充分发
挥，滩区空间格局得到初
步重塑；建成现代农业园
区 4个、牧草业园区 2个、
林果药材园区5个。

生态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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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推
荐对象（15名）

苏营周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郑港办事处党工委书记

肖振宇 南阳市公安局犯罪侦查
支队三级警长

张 林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机关
党委三级调研员

王瑞霞（女） 周口市淮阳区信访
局党组书记、局长，三级调研员

张顺强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一庭四级高级法官

张彦光 鹤壁市公安局山城区分
局党委委员，长风中路派出所所长，三
级警长

李 慧（女）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诉讼服务中心副主任，一级法官

王 培 漯河市公安局特殊警务
支队第二特殊警务大队大队长

张兴来 范县水利局党组书记、
局长

张亚丽（女） 许昌市农业农村局
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科科长，一级主
任科员

李进军 焦作市公安局解放分局
新华派出所二级警长

张世光 新乡市人民检察院第七
检察部主任，一级检察官

董王超 罗山县司法局党组书记
路杰冰（女） 商丘市乡村振兴局

行业社会扶贫科科长
刘 粉（女） 省农业农村厅奶业

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

二、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
体”推荐对象（7个）

郑州市大数据管理局
卢氏县乡村振兴局
南阳市教育局
开封市应急管理局
舞钢市信访局
洛阳市洛龙区开元路街道办事处
省委办公厅机要交通处

本报讯（记者 张体义 温小娟 王
小萍 赵力文）5月 18日，在武汉举行
的“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
上，第十九届（2021年度）全国博物馆
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活动终评揭
晓，我省两大展览获奖。

我省获奖的两大展览分别是：三
门峡庙底沟博物馆的“花开中国——
庙底沟与中华早期文明的发生历程”
基本陈列获得全国十大陈列展览精品
奖，郑州博物馆的“微观之作——英国
V&A博物馆馆藏吉尔伯特精品展”获
得入境展奖。

三门峡庙底沟博物馆的“花开中
国——庙底沟与中华早期文明的发生
历程”陈列展览，分为“花之孕育”“花
之绽放”“芳华未央”等部分，分别展示
庙底沟文化的孕育过程、庙底沟时期
的社会与文化景象和庙底沟文化之后
的发展走向，揭示了庙底沟文化是仰
韶文化中期最灿烂的文化类型，是华

夏文明的第一缕曙光。
郑州博物馆引进的“微观之作——

英国V&A博物馆馆藏吉尔伯特精品
展”2021年 9月 30日启幕，展出金银
器、鼻烟盒及微型马赛克等精美艺术
品 90件套，这是吉尔伯特夫妇享誉世
界的精品收藏首次来华展出，部分展
品有着浓郁的中国元素。

当天，“国际博物馆日”河南省主
会场活动启动仪式上，也公布了 2021
年度河南省优秀陈列展览、2022年度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培育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主题优秀展览、2021
年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主题展览项目推介活动，以及 2021年
河南省研学实践教育精品课程、特色
课程等项目获奖名单。另外，还举行
了河南省博物馆数字群落上线仪式、
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开馆仪式、平
顶山数字博物馆上线仪式、博物馆馆
长线上论坛等活动。③6

关于河南省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推荐对象的公示

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今年首次以
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开展全国“人民满
意的公务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
体”表彰。根据中央和省委工作部署，
经自下而上逐级推荐评审，在组织考
察并征求有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研
究确定了河南省全国“人民满意的公
务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推
荐对象，现予以公示。

公示期限为2022年 5月 18日至5
月24日（5个工作日）。如对推荐对象有
异议，请于公示期内通过电话、信函或传

真形式向河南省委组织部反映（信函以
到达日邮戳为准）。反映情况应实事求
是，以单位名义反映情况的材料需加盖
单位公章，以个人名义反映情况的材料
要署本人真实姓名并提供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传真）：0371-65866011
65866519

通讯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路
17号，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公务员三
处（邮政编码：450003）

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
2022年5月 18日

河南省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推荐对象名单

我省两大展览获国家级奖项助推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尧尧 山山

尧山风光尧山风光。。 张柳松张柳松 摄摄

□王剑冰

一

人们历来视牛为祥物，用它负重，
用它伴农，用它镇邪。中原大地横卧
伏牛一山，可谓卧得雄浑浩阔，蔚为壮
观。尧山位于八百里伏牛脊顶，更是
拔山盖世，气薄云天。

夏代，刘累在山上祭尧时，阳光也
像今天这样绚烂，绚烂的阳光顺着烟
霞冉冉上升，也带动整座山升腾。山
上的叶片，红花般次第打开。大雁正
在飞过，百兽欢鸣。欢鸣的还有千瀑
万珠，汇成滍水翻涌。一时间日月同
辉，天地澄明。是的，那就是尧山隆重
的命名。

登尧山，如读一部大书，你能读出
远海的浑黄，读出浑黄中的裂变与碰
撞，读出伏牛的最后一次回响。你看
到一个族群站起身来，那个叫尧的人，
立于天界，神情凝重，他派羿去射日，
派鲧去治水，他让一切变得有条有理。

气象宏大的尧山，是尧最好的象征。
进入尧山，就进入心灵的圣域。

尧不知以后，所以退到以后之外；尧山
不知喧嚣，所以站在喧嚣之外。尧不
存在傲慢与偏见，尧山亦然。都是大
彻大悟，超绝于尘，昂然于天。

二

在尧山的语境中，总是会悟到修
为与造化。从高处看，或就是一座奇
妙的盆景。尧心内的山水风云，丘壑
松涛，全集中于此。盆景里有树，树会
变成风，想怎么吹就怎么吹。山石变成
浪，扑腾无限远。有些树长在山尖上，
拔石而起。石供养着树，树升华着石。
一棵树，竟扭成了“寿”字的不老松。

悬崖绝壁是尧山的特产，好不容易
攀上这道崖，对面还有一道崖悬在那里。

转过来，又一声惊叹，气宇轩昂的
柱石如将军列阵。这样一群将军，哪

一个出来单挑，都能在伏牛山中称雄。
站立最高的，莫不是尧与他的侍从？

十万朵云在天空飞过，一些撞在
山上，撞成碎棉乱絮。霞从石缝拉丝
出来，将棉絮缠绕。前面又是什么
云？一股脑栽下断壁，变作百丈仙
瀑。那么多的瀑，即使诗仙李白来，都
不知该对哪一处感叹。

溪水聚成大山的深情。黑龙潭、
白龙潭、百尺潭，潭潭清明，白云在其
间浣沙，青峰在其间塑型。

山势分出无数层，像一弯弯眉影，
每一弯的明暗都不同。秋沿着峭壁逶
迤铺展，岩壁一下子全红了。每一片

叶子都激情灵动。其间还有柿子、山
楂，晃着酸甜的红灯笼。

山口处，风笛劲吹，箫管悠扬。断
崖上一座桥，一个人不敢独行。

飞云栈道，落叶如羽。有人把喊
叫扔进山谷，又被山谷抛回来。笑声
投进去，却被山溪带跑了。

偶尔有雨落下，滴滴笔墨，把叶子
的细节描得更清。山道上，女子打开
的伞，也像一枚叶片。一枚枚摇动的
叶片，摇动了尧山的风情。

尧山的底色是多层次的。大片的
高山杜鹃，5月底前开红花，5月之后
开紫花，现在叶子在发挥作用。尧山

人说，还有洋槐，你4月里来，漫山遍野
的白。

翻过那座山，看到苍莽的楚长城，
长城同山一起，成为一方水土的屏
障。长城下一条蜿蜒小路，可达洛
阳。小路周围是茂盛的柞林，一代代
的蚕在青葱岁月吐出鲁绸的繁华经
典，谁说古老的丝绸之路，不是由此铺
展？还有鲁山花瓷，以这山脚的水土
烧制，成为倾心迷恋的经典。

小路翻过远处的隘口看不到了。
一场雪，等在隘口之外。墨子必是那
个时候走来，对应着一片银白，对应出
一片泛光的思想。

哪里响起钟声，佛泉寺还是文殊
寺？钟声响了数千年，数千年的银杏
还在往上长，金黄的音声里，金黄的叶
片漫天飘扬。

多少年前，人们在这飘扬中发现
了激涌的泉林，100多公里的温泉带，
升高了尧山的幸福指数。

三

登上玉皇顶，千山涌怀，万壑赴
野。金角碧檐的尧祠，烘托于一片云
海中。

不知道尧是否也说着乡音，但墨
子一定乡音浓重，他沉郁而好听的声
音八方回荡，回荡着尧山全部的深阔
与奥秘。一座山，已经不是单纯的地
理概念，它成为精神的某种指向，从这
个指向上，能看到人类的整体世界。

雨停了，云团在四处狂奔，阳光从
云间喷射出来，秋山瞬间喷上一层彩
釉。阳光射入河水，射出五色的叶片
与群鸟的翅膀。

尧山的庄严与亲切并存，豪放与
柔情并蓄。它属于中原，也属于世界。

偷了城里的时间，到这山上游走，
如从尘世到仙域，游走出阵阵惊艳与
觉醒，释放下种种沉迷与负重。

（图文由平顶山市尧山风景名胜
区管理局提供）

我省获奖的两大展览上展出的文物，庙底沟遗址出土的双瓣式花瓣纹彩陶
盆（左），腓特烈大帝鼻烟盒（右）。 本报资料图片

对于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特殊
人群，如老人、儿童等，应如何进入场
所？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相
关负责人说，目前，可采取的替代方
案包括推广“河南省健康码”纸质版、
扫身份证、人脸识别及纸质登记等。
如亲友可代为申领“河南省健康码”

纸质版，场所管理人员登录“豫事办”
APP 或支付宝小程序对来访人员进
行扫码登记，方便不会使用智能手机
的人群正常出行。该负责人介绍，目
前相关程序已开发完成，将陆续向各
场所管理人员及公众进行宣传和推
广。③6

6月底前，全省实现“场所码”全覆盖

□本报记者 何可 王延辉

进入5月中旬以来，郑州街头相
继矗立起一个个便民核酸检测采样
站，市民亲切地称其为“核酸小屋”。

5月18日上午，位于郑州市国棉
六厂生活区大门西侧小游园绿荫深
处的核酸检测采样工作站，市民有序
排队、快采快走。

核酸检测采样站不大，一个占地
约 6平方米，但却是“内有乾坤”，多
项科技“加持”为医护人员提供了更
加安全舒适的工作环境。

记者在现场看到，采样站按照生
物安全要求设置，结合所处环境，设
置了引导标识和间隔线，人们只要在
小屋前进行信息登记即可采样。采
样时，站内医护人员将手伸出玻璃窗
的采样孔，隔着玻璃进行采样，每次
采样完对手套进行消毒，不仅降低了
交叉感染风险，医护人员也更舒适、

更安全。
在郑州经开区的园区、地铁口、

社区等地方，“海尔生物医疗采样工
作站”已批量投放。

“这是一款更便捷、更高效、更安
全的移动式核酸检测采样舱。”据青岛
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负责
人介绍，该核酸检测采样舱设有正压
洁净系统、高效空气过滤系统、高效病
菌消杀系统等，可实现采样人员和被
采样人员完全隔离，让采样人员无需
穿“大白”也能轻装采样。核酸检测采
样舱集登记、采样、存储、转运、消杀等
功能于一体，优化了“采、送、检、报”流
程，还可节省防护服等耗材成本。

据了解，我省正在加快构建“15
分钟核酸检测采样服务圈”，郑州主
城区按每2000人设置一个核酸检测
采样站，其他省辖市及济源示范区、
县（市）主城区按每3000人设置一个
核酸检测采样站。③6

“核酸小屋”就在家门口

郑州街头的移动式安全核酸检测采样站郑州街头的移动式安全核酸检测采样站。。⑨⑨66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聂冬晗聂冬晗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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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倩

5 月 17 日，记者从全省“场所码”
推广视频会议上获悉，“场所码”推广
使用有了路线图和时间表。

“场所码”是流调的关键，是落实
常态化疫情防控的重要举措。按照

部 署 ，各 地 要 加 快 推 广 使 用“ 场 所
码”，确保所有适合场所“应设尽设”、
出入人员“应扫尽扫”。5月 20日前，
各地系统要与省平台对接到位；5 月
底前，郑州市实现“场所码”全覆盖；6
月底前，其他省辖市、济源示范区实
现“场所码”全覆盖。

“场所码”是“健康码”的延伸类
型，能够实现到访人员登记，并关联
查验到访人员的健康状态。“全省实
现‘场所码’全覆盖、数据全汇集，意
味着我省疫情防控网将织得更牢、更
密，跨地市自动转码将得以实现，流
调溯源将更快速、风险场所定位更精
准、风险人员排查更高效。”省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说。

根据《河南省“场所码”推广实施方

案》，对有多个入口的商场、超市、酒店、
写字楼等场所，实行一门一码；大型商
业综合体内店面，无论大小，实行一店
一码。

“以往进入大型场所也会扫‘场所
码’，此次不同的是，我省要求‘场所码’
要全域覆盖、全省通用、全员使用，覆盖
范围更大、人群划分也更准确，有利于
更精准赋码，方便准确开展流调溯源。”
该负责人说。

此次“场所码”升级主要以标准一
致、数据对接为主，目前各地正在使用
的“场所码”，群众仍可正常使用。

据了解，“场所码”升级完成后，全
省“健康码”也将统一界面，统一显示相
应码色、核酸检测结果和疫苗接种等信

息，真正实现全省“一码通行”。
此外，推广实施的“场所码”，将

和“15 分钟核酸检测采样服务圈”建
设、社区报备系统等对接，构成我省
疫情防控升级的关键发力点和突破
口。

不会使用智能手机人群如何进入场所

“场所码”怎样护航群众健康

升级后的“场所码”有啥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