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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中国大美中国··魅力河南生态行魅力河南生态行
□本报记者 田宜龙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
本报通讯员 张珂

盛夏，走进宜阳县高村镇王莽
村，只见古朴的房屋散落在绿色草
木中；穿行在千亩梅林、苍翠峡谷之
间，“踏绿寻梅”的游客正在露营基
地搭帐篷，孩子们光着脚丫跳进小
溪嬉闹，清新生态令人心旷神怡。

王莽村党支部书记伊重庆介
绍，20世纪七八十年代，村里乡贤发
展数百亩梅林、杨树林，生态资源丰
富。但守着薄田靠天收，这里始终
与“富和美”不沾边。近年，美丽乡
村越来越多，王莽村人坐不住了：修
路打井建广场，村里基础设施不断
完善；拆除废弃建筑清扫垃圾建设
管网；深挖历史文化资源，让墙画

“唤醒”老故事……重组、优化、提
升，王莽村的好生态“点石成金”。

去年以来，王莽村又马不停蹄
走上了乡村运营道路：修复古民居、
土窑洞，挖掘古文化、老手艺，打造

网红打卡的文旅 IP。梅子酒、柿子
醋、老布鞋等土特产，考古盲盒、“贵
妃红”口红等“新文创”，纷纷走进了
游客的购物袋。

王莽村的“脱胎换骨”，正是宜
阳乡村巨变的缩影。65 公里洛河
宜阳段宛如锦绣飘带；锦屏、香鹿
两山耸峙，5 万亩绿色山林环绕县
城周边；西南深山，峰峦叠嶂之间、
十里桃花深处，上观桃源小镇初露
芳容；北部丘陵，盐镇的柿林、高村
的梅谷……

循着建设“宜居宜业富美宜阳”
的总航向，宜阳把生态保护、开发摆
在了乡村振兴征程的首要位置。实
施“一带两翼四区一网”国土绿化战
略，绿化村庄 98 个、造林 25.45 万
亩、修复矿山 5011亩；推进“四水同
治”和“1518”生态水系建设，洛河水
碧波荡漾，生态湖潋滟如画；打造洛

水昌谷等“五大品牌”，建设古城文
化游、闲趣山水游、创意工业游、休
闲体育游、乡村风情游“五大精品”，

“宜阳不一样”越叫越响亮。
日益兴旺的乡村新产业、欣欣

向荣的文旅新业态，也为县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按下了“快进键”。2021
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 333.2 亿元，
年均增长 6.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加4177元。

宜阳县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宜
阳全面开展厕所革命、拆违行动、治
污行动、清洁行动、绿化行动，打造
了 50个“四美乡村”示范村，获评全
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浙江颐高
集团等先后落户，签约乡村运营项
目 19 个。今年年底，全县将创建

“达标村”189 个、“示范村”48 个、
“精品村”8 个，以乡村运营“一子
落”，促乡村振兴“满盘活”。③9

本报讯（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田
凯中 李彤）7月12日，全国政协常委、提
案委员会副主任郭庚茂率部分住豫全国
政协委员，围绕“促进种业振兴，建设种业
强省”赴新乡、郑州开展专题调研。

调研组先后到位于新乡的河南科
技学院小麦中心和平原示范区“中原
农谷”展厅、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
心，郑州中原种业科技园、金苑种业荥
阳育种基地等地，了解整体规划、产业
布局、科研进展等情况，与相关人员进
行深入交流，听取意见建议。

调研组指出，种子是农业的“芯
片”，种业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核心
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高度关心我国种业安全和发展，多次强
调要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河南是农业
大省，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促进种业振兴和农业高质量发展等
方面肩负重任。要充分认识农业种质
资源的重要性，夯实种业发展基础，加
强种业创新平台建设，切实做好种质资
源保护。要加大科研投入力度，提升技
术攻关水平，注重产量与品质之间的关
系，提高科研成果转化整体效能。要加
强种业龙头企业与院校、科研机构合
作，培养种业创新人才队伍，为现代种
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发挥政协优
势，深入调查研究，找出“卡脖子”问题，
共商共议破解之策，为推进种业高质量
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安伟，全
国政协常委高体健、张震宇、梁静，部
分住豫全国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省
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③6

□本报记者 刘晓阳

炎炎夏日，郑州文化北路旁的贾
鲁河清水涌流、波光粼粼，岸上游人
徜徉在树影花丛间，尽享亲水时光。

曾几何时，这条河的生态环境
并不是这般模样。华丽“蜕变”发生
在2016年贾鲁河治理工程启动后，
经过 6年的综合治理和系统修复，
一度河道萎缩、功能衰退、生态恶
化、文化缺失的贾鲁河，重新焕发出
迷人姿态。

全面激活郑州生态水系网络，
极大提升城市风貌和文化品位，这
项全长 96公里的省重点生态工程，
从最初规划到设计落地，全程由黄
河设计院完成。

“贾鲁河治理工程，就是生态设
计的典型代表。”参与该工程规划设
计的黄河设计院生态院副总工胡丽
香说。

所谓生态设计，就是一种与生
态过程相协调，尽量对环境破坏达

到最低程度的设计形式。生态设计
的核心是将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观
念渗透到设计过程中，把人与自然
看成一个完整生态系统，尽可能借
助于自然的力量，以最少设计实现
预想目的。

“在贾鲁河治理中，我们采取
适当的人工辅助引导，逐渐恢复
并加强河流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
能力，促进贾鲁河生态系统达到
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的动态稳定
状态，并沿此状态持续优化。”胡
丽香说，修复后的贾鲁河生态系
统，基本达到了人与自然平衡的
良好状态。

不仅是贾鲁河治理工程，郑州
市生态水系规划、郑东新区CBD人
工湿地项目、龙子湖水环境保护生
态工程、园博园生态水系工程、航空
港区梅河治理工程等很多与郑州人
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态项目，都出自
黄河设计院。

2004年，该院开始承接生态水

系规划、河湖综合治理、水环境治理
及生态修复、滨水景观设计等生态
规划设计业务，历经18年的创新和
发展，逐渐引领行业发展，承接项目
遍及全国，项目成果多次获得国家
级奖项。

连日来，位于郑东新区的龙子
湖公园，游人如织。清澈见底的湖
水，给人带来难得的夏日清凉。

据统计，郑州市水资源时空分
布不均，人均水资源量不足全省平
均水平的 1/3、全国的 1/16，属于水
资源严重缺乏地区。

在水资源如此短缺的情况下，
如何保障龙子湖里干净清澈又源源
不断的生态用水？

“我们按照‘节水优先、生态净
水’的思路，尽可能多挖掘不同水
源，利用生态措施，实现湖水干净清
澈。”黄河设计院生态院副院长郭鹏
程说。

开源节流，尽可能留住过境水、
蓄住天上水、开发再生水，充分利用

北龙湖退水，周边全面融入海绵城
市的理念蓄住雨水，多种水源共同
满足了龙子湖的生态需水。

结合水体布局，龙子湖布置了
47.5 万平方米的清水型生态系统，
通过底质改良、沉水植物种植、底栖
生物和鱼类投放等措施，促进水生
态系统的形成与稳定，提高水体自
净能力，吸收污染物，使龙子湖水体
常年达到地表水Ⅲ类，形成了健康
稳定的生态系统。目前，该系统已
稳定运行6年之久。

郭鹏程给记者算了一笔账：采
用清水型生态系统净化水质，每年
只需补充蒸发渗漏量104万立方米
水，与原来的水系大循环一年耗水
量 1056 万立方米相比，每年节水
952万立方米。

“生态设计要做好顶层规划，用
系统思维建立一个连续的生态系
统，只有这样，后续的生态治理和生
态系统构建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胡
丽香说。③6

本报讯（记者 李点）7月 12日，全
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何毅
亭率调研组在郑州召开“实施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
高质量发展”专题座谈会。

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宫蒲光、李培林，省领导乔新江、
宋争辉参加座谈。会议听取了我省老
龄工作情况汇报；有关单位作了交流
发言，并围绕提高养老服务供给质量、
加强养老服务职业队伍建设等提出意
见建议。

调研组对河南省委、省政府高度
重视老龄工作，加快推进全省老龄事
业和产业发展所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
肯定和高度评价，指出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的重要
指示精神，深刻认识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国家战略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趋
势，未雨绸缪、主动作为，及时总结经
验，加强实践探索，不断完善老龄领域
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为推动新时代
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③9

本报讯（记者 胡春娜）7月 12日，
记者从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集团获
悉，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出
版发行以来，短短 10天时间，我省的
征订总量已突破30万册。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的出
版发行，对于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和群
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加深对中国之路、中
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在新时代新
征程上团结奋斗、勇毅前行，具有重要
意义。

作为党政读物发行的主渠道、主
阵地，省内 200余家新华书店充分发
挥书店阵地传播优势，通过多种渠道
和载体宣传推广《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卷，线下设立专题展台，营造浓郁
学习环境；线上运用云书网平台做好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主题专栏
展示，以微博、抖音、视频号、微信公众
号等全媒载体为发力点，提质互联网
精准推广服务。同时，突出微信社群
传播推广作用，全力保障全省党员干
部和人民群众的学习需要。③9

□本报记者 石可欣

全省创新发展综合配套改革大会
提出，要围绕汇聚一流创新人才，改革
人才“引育用服”体制机制。7 月 11
日，记者就我省努力打造人才汇聚新
高地、人才创新优选地、人才活力迸发
地的行动措施，采访了省委组织部有
关负责人。

该负责人表示，省委组织部将聚焦
建设国家创新高地和全国重要人才中
心的目标，深入实施创新驱动、科教兴
省、人才强省战略，持续深化人才发展体
制机制改革，具体说来有以下四个方面。

坚持“高精尖缺”导向，加大人才引
进力度。围绕省科学院重建重振、实验
室体系重塑、“双一流”高校建设和产业
发展需求，采取“以才引才、以情引才”
的方式，遵循“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
原则，打造“老家河南”引才品牌。深入
实施顶尖人才突破行动、领军人才集聚
行动、青年人才倍增行动、潜力人才筑
基行动等，用好“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
新发展大会”平台载体，发挥河南省人
才集团市场化引才作用。

注重分层分类培养，促进本土人才

成长。正确处理高端引领与整体推进
的关系，统筹实施“中原英才计划”、省
自然科学基金等人才项目，打造以中原
学者为龙头，涵盖科技创新、科技创业、
中原名医、文化名家等中原人才品牌。

聚焦破“四唯”立新标，切实解除
人才束缚。根据需要和实际，向用人
主体授权、为人才松绑，给予科研单位
更多自主权，赋予科学家更大技术路
线决定权和经费使用权。实行“揭榜
挂帅”“赛马”等制度，推行技术总师负
责制、经费包干制、信用承诺制。加快
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
人才评价体系，畅通高层次人才职称
评聘“绿色通道”，坚决破除“唯论文、
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现象。

提高服务保障水平，持续优化人才
生态。持续营造尊重人才、求贤若渴的
社会环境，公正平等、竞争择优的制度环
境，待遇适当、保障有力的生活环境。结
合开展“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依托省
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豫事办”APP建
设网上人才综合服务平台，在省、市政务
服务大厅设立“一站式”人才服务窗口，
打造集人才政策、业务办理、服务事项于
一体的线上线下“一条龙”人才服务平
台，推行人才奖励补贴、项目申报、安居
住房、配偶安置、子女入学、医疗保健等
事项“一站式”办结。③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
在我省征订量突破30万册

住豫全国政协委员在新乡、郑州调研

促进种业振兴 建设种业强省

推动新时代老龄工作高质量发展

努力打造人才汇聚新高地
改革兴豫宜阳：生态富民 不负青山

记者手记

好山好水好风光，造就了“不

一样”的美丽宜阳。

虽然有着厚重的文化底蕴和

丰富的生态资源，但过去的王莽村

人却“守着金饭碗、过着穷日子”。

从深山老林“无人问津”到好生态

“点石成金”，是宜阳深入践行“两

山”理论的具体举措，也是生态立

县、文旅活县“双桨并行”的生动实

践。

如今，宜阳的山更绿了，水

更清了，一个个小山村从植绿、

播绿，刷新“颜值”开始，经过乡

村运营的“魔术棒”华丽转身，宜

阳正有序推动一二三产“三产融

合”、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同步”、

产业旅游文化“三位一体”，以市

场化的理念加快乡村建设、盘活

优质资源、植入多元业态，越来

越 多 的 美 丽 乡 村 将 精 彩“ 绽

放”。③9

生态设计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美
——“设计河南”看变化系列报道之八

灵宝市苏村乡南部大青山，云海缭绕，峰峦叠翠，风力发电设备与秀美风光相互辉映（7月8日摄）。⑨6 聂冬晗 段景波 摄

云海缭绕 绿色风景

本报讯（记者 沈剑奇）“希望你们
多向台湾青年分享自己在大陆的经历
和感悟，让更多台湾青年了解大陆，同
大陆青年同心同行、携手打拼，锲而不
舍、驰而不息，让青春在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进程中绽放异
彩。”7月 11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参加
海峡青年论坛的台湾青年回信，勉励
两岸青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携手打拼。总书记的谆谆寄语、
殷殷期待，饱含深情、催人奋进，引发
在豫台湾青年热议。

“我曾经连续参加过四届海峡论
坛，借助论坛这个平台，有机会更加全
面认识和了解我们美丽的祖国。”读完
总书记回信后，台湾青年刘乐妍难掩
喜悦。刘乐妍是一名歌手、演员，今年
到郑州定居，在河南开拓自己的演艺
事业。“我在河南工作很顺利，生活也

很习惯，最近还接到了一部新戏。希
望未来更多台湾的弟弟妹妹来大陆、
来河南发展。”她说。

“30 年前，我在这头，河南在那
头。30 年后，我在这头，台湾在那
头。希望啊，台青可以来河南，多走
走，多看看。我相信，河南会欢迎，台
青会发展，祖国会富强。”台湾青年吴
芳容将激动的心情化作一首小诗。4
岁随父母从台湾彰化来到郑州，硕士
毕业后她又在郑州创办了一家儿童
美术教育机构，把台湾教育理念引入
河南市场。“正如总书记所说，祖国一
如既往为两岸青年互学互鉴创造良
好条件，为台湾青年在大陆学习、就
业、创业、生活提供更多便利。”吴芳
容说，自己就是最好的例证。如今，
大陆线上购物方便快捷，高铁飞机四
通八达，给台湾朋友干事创业提供了

广阔舞台。
河南濮阳小伙杜少典和台湾宜

兰姑娘游乃蓓是一对 90 后“海峡情
侣”，两人在台湾相识相恋，毕业后
一起回到河南。“我从小就向往大陆
的一切，觉得大陆很神秘、很宽广，
想来这里看一看，体验一下在大陆
的生活。”游乃蓓说。最近两年，两
人骑着摩托车游历大江南北，用视
频记录在大陆生活的点点滴滴，受
到两岸网友的喜爱。游乃蓓已成为
西 瓜 视 频 的 签 约 作 者 ，粉 丝 近 40
万。“我会一直记录我们的美好生
活，希望借此推进两岸青年的交流
和沟通，让彼此多一些爱和包容，少
一些分歧与误解。”她说。

“回信对我鼓舞很大。我现在正
在郑州一家文化传播企业实习，希
望能在实习中更进一步了解郑州的

企业和市场情况，我会好好努力，学
用相长，锻炼自己。”郑州大学新闻
传播学院的台湾学生董庭宇说。近
年来，到河南就读的台湾学生逐年
增多，两岸青年学生在共同的学习
生 活 中 结 下 了 深 厚 情 谊 。 今 年 暑
假，董庭宇还和 20 余名台湾同学一
起参加了“2022 河南省两岸青年交
流月”活动，他们参观河南博物院等
文化地标，体验河南厚重的历史文
化；走进金水科技园区，感知现代河
南的发展变化；聆听主题讲座、接受
就业指导，参与台湾青年就业创业
交流平台。

中原大地的日新月异，台湾青年
是亲历者、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建设
者。在河南这片以古闻名、以新出彩
的热土，两岸青年将继续同心同行、携
手追梦。③6

在豫台湾青年热议习近平总书记给参加海峡青年论坛的台湾青年回信

青春同心 携手追梦

本报讯（记者 陈晨 河南日报社
全媒体记者 蒋晓芳）7月 12日，省委
常委、常务副省长孙守刚到鹤壁市调
研科技创新和经济运行工作，强调要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科教兴省、人才强
省战略，坚持创新驱动，强化科技支
撑，积极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蓄势
赋能。

孙守刚先后来到河南航天宏图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鹤壁 360 数字城市
安全大脑，详细了解星链产业和网络
安全产业发展、技术研发、人才招引等
情况，鼓励企业精准把握市场需求，加
大核心技术攻关，为推进数字化转型、
建设数字强省积极贡献力量。他叮嘱
相关部门要成立工作专班，加强沟通
衔接，尽快把企业意见建议项目化工

程化方案化，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困难、
推动发展。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孙守刚
强调，要坚持长远眼光、前瞻视角，研
判科技发展规律，掌握创新逻辑，积极
抢滩占先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
业，加快实现弯道超车；要立足产业优
势，构建高水平创新平台，加快迭代
性、关键性技术产业化进程，推动科技
成果转化应用；要加大资源整合力度，
破除信息孤岛，拓展多领域应用场景，
以场景应用带动技术研发和产业发
展；要持续推进“人人持证、技能河南”
建设，深化校企合作，共同推进产业人
才培养；要充分发挥政府产业引导基
金作用，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入，积极
助力科技创新。③9

科技赋能 创新引领 为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