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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
作条例》和有关规定，现将拟任职干
部情况公示如下，请予监督：

吴文毅，1971年 10月生，在职研
究生，法学硕士，中共党员，现任省人
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机关党组成员，
拟任省直单位正厅长级职务。

李哲，1965年 6月生，大学，法律
硕士，中共党员，现任省人大常委会
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拟任省直单
位正厅长级职务。

黄继恒，1967年 9月生，中央党
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省公安厅
情报指挥中心主任、二级警务专员，
拟提名为省辖市政府副市长人选。

杨朝晖，1969 年 1 月生，大学，
公共管理硕士，中共党员，现任许昌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许昌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二级巡
视员，拟提名为省辖市政府副市长
人选。

孙景权，1972年 1月生，在职研
究生，中共党员，现任商丘市睢阳区
委副书记、区长，拟任县（市、区）委书
记。

公示期限：2022 年 7 月 23 日至
2022年 7月 29日

监督电话：0371-12380
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
2022年7月22日

本报讯（记者 李宜鹏）7 月 22
日，河南省报业协会第五次会员代
表大会在郑州召开。本次会议是
在报业攻坚克难、融媒发展的大背
景下召开的，具有 30多年历史的河
南省报业协会，把团结凝聚行业力
量、推动报业转型发展作为今后发
展的重中之重。会议选举产生了
河南省报业协会新一届理事会、监

理会。
全省党委机关报、都市报、专业

报、企业报等 50余家报社会员代表，
以及相关行业单位会员代表，共计
100 多人参加会议。因疫情防控需
要，会议以线下主会场和线上视频会
议形式召开。除郑州主会场之外，
市、县（区）会员代表以视频会议形式
参加了会议。③4

本报讯（记者 樊霞 成利军）7月
19日至 21日，由河南省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等主办的第十九届河南省少
儿戏曲小梅花大赛在济源举行，经过
层层选拔，来自我省各省辖市和济源
示范区的51个个人节目和10个集体
节目参加了比赛。

此次大赛为期 3天，参赛剧种涵
盖了豫剧、曲剧、越调、京剧、宛梆、
蒲剧等多个剧种。此次大赛旨在弘
扬和传播戏曲文化，在我省发现和
培养优秀少儿戏曲人才，同时为中
国戏剧家协会主办的“中国少儿戏
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推荐优秀小选

手。
在比赛中，豫剧《朝阳沟》、京剧

《白蛇传》、曲剧《小姑贤》等先后登
场。小演员们清新的扮相和扎实的
唱念做打基本功，赢得了现场观众和
评委的高度评价。经过 3场激烈比
拼，周昭欣、卫紫萱、袁超杰 3名小选
手以优异的表现，分别取得了大赛第
一、二、三名，成功摘得“小状元”“小
榜眼”“小探花”奖项。

河南省少儿戏曲小梅花大赛至
今已举办了十八届，该比赛为弘扬和
传播戏曲文化、发现和培养优秀少儿
戏曲人才作出了积极贡献。③4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河南日报
社全媒体记者 王娟 曾倩）“从 1985
年当厂长至今，我觉得今天是 37年
来受到的最高礼遇。”7月 21日，获得

“南阳市功勋企业家”荣誉称号的孙
耀志心情格外激动。当天，南阳市举
行企业家表彰大会，对为南阳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
企业家进行表彰。

此次受到表彰的为 2021年度星
级企业家、特别贡献奖企业家、功勋
企业家、十大杰出科技创新专家和杰
出工匠。河南龙成集团有限公司的
朱书成、牧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秦
英林、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
孙耀志等光荣当选。

据了解，南阳目前共有各类企业
18.6 万家、个体工商户 56.3 万家，总
量稳居全省前三。近年来，南阳涌现
出了一大批具有较高业界知名度的
优秀企业家和较大行业影响力的优

秀企业，成为当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的主力军。

此次表彰大会旨在营造浓厚的
尊商重企氛围，动员企业家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南阳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省
第十一次党代会、市第七次党代会
精神，扎实推进市委、市政府“工业
立市、兴工强市”发展战略，助推南
阳高质量高效率跨越发展，为建设
现代化省副中心城市提供强大产业
支撑。

7 月 21 日至 22 日，第十九届中
国企业发展论坛弘扬新时代企业家
精神峰会暨首届中国（南阳）商圣范
蠡经济思想研讨会也在南阳举行。
该活动旨在面向全国乃至全球叫响
南阳“范蠡故里、财智中心、投资热
土、营商高地”的城市品牌与人文地
理 IP，推进平台招商、品牌招商、靶向
招商，加快省副中心城市建设。③4

建强副中心 企业当主力

南阳表彰优秀企业家

□本报记者 刘晓阳

“赤日几时过，清风无处寻。”北
京时间 7月 23日 4时 07分将迎来大
暑节气，我国大部分地区迎来一年中
最热的一段时间。

大暑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二
个节气，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
据《月令七十二候集解》：“暑，热也。
就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
为大。大暑，六月中。”大暑节气，高
温酷热，并经常伴随雷暴大风天气。

今年大暑前后，亦是如此。7月
22日，郑州发布暴雨预警信号，郑州
主城区强降雨持续，并伴有雷暴大风

等强对流天气。据河南气象台消息，
23日（大暑节气当天），郑州气温便回
升至 31℃，未来一周，河南多地还将
伴随新一轮强降雨。

因此，闷热潮湿成了这个节气的
最大特点，但这十分有利于农作物生
长。农作物在此期间生长最快，草木
郁郁葱葱，蚱蜢、蜻蜓等昆虫也比较
活跃。

大暑节气有三候：初候，腐草为
萤；二候，土润溽暑；三候，大雨时
行。大暑时节萤火虫开始登场，夜空
中飞舞的萤火虫装点的不只是夜空，
还有夏季夜晚孩童们的梦，这也是酷
热盛夏大自然馈赠的珍贵礼物。

大暑至，暑热程度达到顶点，按
照“物极必反”的规律，酷暑之中已
藏着秋的气息了，所谓“小暑接大
暑 ，大 暑 连 三
秋”，“大暑三秋
近 ，林 钟 九 夏
移”，大暑一到，
也意味着离秋
天越来越近，夏
天 就 要 过 去
了。③5

初候腐草为萤

二候土润溽暑

三候大雨时行

大暑有三候

团结凝聚行业力量 推动报业转型发展

河南省报业协会
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第十九届河南省少儿戏曲
小梅花大赛在济源落幕

一年过半酷暑至

关于吴文毅等5名同志拟任职的公示

□本报记者 谭勇
本报通讯员 许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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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泽寻常百姓家
——写在南水北调中线累计输水突破500亿立方米之际

本报讯（记者 郭北晨 实习生 吴
寒）省气象台22日7时发布暴雨Ⅳ级预
警和强对流蓝色预警，经会商研判，根据
《河南省防汛应急预案》（2022年修订
版）有关规定，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
7月22日9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省防指要求，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
视本次强降雨过程防范工作，密切关注
雨情水情工情，滚动会商研判，适时启
动防汛应急响应，突出抓好应急避险和
应急抢险两个关键，严防山洪、地质灾
害、城市内涝，加强旅游景区和在建工
地管控，坚决避免群死群伤事故发生。

我 省 相 关 地 区 部 门 全 面 落 实
“123”“321”防汛工作要求，结合实际

情况精准应对。郑州市严格落实值班
值守制度，加强重点基础设施巡查，及
时排除隐患。新乡市要求各相关部门
进入暴雨紧急防御状态，落实停课、停
业等相关措施。

省防指 9个专家指导组驻地参加
防汛调度，督导检查有关地区防汛应
急准备等工作，针对发现问题及时下
发整改通知。

“当前，我们将拿出最强有力的应
对措施，以每个降雨过程安全确保安
全度汛。”省防办有关负责人表示。

截至22日 19时，全省没有发生险
情和较大以上灾情，未接到人员伤亡
报告。③5

省防指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扫码看视频

7月 22日，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郑州桥工段全员值班，及时
对路肩积水疏排，确保路网枢纽安全畅通。⑨6 聂冬晗 李中华 摄

□本报记者 杨凌 王延辉 何可

7 月 22日，郑州迎来强降雨，大
部分地区降水量超50毫米。

市民郑翠不时刷刷手机，关注积
水路段信息，提前规划好从高新区到
惠济区的回家路线。

“家长朋友，今天普降大雨，请根
据雨势情况提前来园接宝贝。”临近
中午，不少孩子家长收到幼儿园的

“特别通知”。
应对强降雨，郑州有备而战。
下午 2 点多，骤雨初歇，郑东新

区商务外环纬四路隧道入口处，身穿
荧光绿防汛服的值守人员小马和小
仇才吃上饭。此前，他们一直来回巡
查，看隧道是否有积水点。隧道口附
近，配有沙袋和应急断行设施，斜对
面的路上，在划定的区域内，清扫车、
铲车一字排开，严阵以待。

京广路陇海路交叉口西北角是一
个易积水点，排水设施常备在路口附
近。一出现积水，二七区城管局立刻
办、建中街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就
赶了过去，使用应急排水方舱“小白龙”
迅速排水，不一会儿就将30多厘米深
的积水抽排完毕，及时恢复道路畅通。

“绕道，前面有积水，注意安全。”花
园北路滨河路交叉口附近积水严重，惠
济区迎宾路街道办事处综合执法办公
室工作人员从中午开始一直值守，见车
就劝，家住附近的居民也加入值守。

当天下午 3点多，记者在中原区
煤仓北街与桐柏路交会处看到，路两
侧的排水井盖处于开启状态，环卫工
人努力清除路边淤泥。“居委会全员

参与，分头到各片区低洼处引导交
通，疏通沟渠障碍物，快排雨水。”桐
柏社区相关负责人说。

郑州市各区启动了应急预案，中
原区组织多支应急队伍上街巡视，处
理路上掉落的树枝，及时清运。

应对强降雨，郑州各居民小区也
在积极行动。

前一天，丰产路街道办事处组织
辖区内20多家物业公司在金成时代广
场开展了防汛演练。怎样在积水点设
置警戒线，引导居民绕行；针对地下停
车场及一楼被困群众，如何施救……

在经一路一小区，每个居民楼楼
洞口都摆放了堵水沙袋。“每个楼洞
放置 20 个，还有 350 个备用的。”据
小区物业管理人员王华立介绍，小区
今年还储备了救生圈、梯子、排水泵
等防汛救灾物资。

“特别需要关注的是一楼住户，
尤其是一些独居的老人。”王华立说，
前几天他们就通知到了一楼的每个
住户，如果雨大，一定要把和外边连
通的下水管道及马桶用裹上塑料布
的抹布堵严，以防雨水倒灌；对于独
居的老人，有专人定时上门了解情
况，随时提供帮助。

风雨之中，到处是坚守和奋战的
身影。64座桥涵隧道、51处城市积
水点都有人值守，586 个地质灾害
点、2300 余处地质灾害风险点巡查
责任人全部到岗到位，“城管橙”“公
安蓝”奔忙在大街小巷。当天，郑州
市级应急、城管、城建、水利、消防、人
防、河务等部门共预置抢险救援队伍
141支、16859人。③5

有备而战

中线一期工程沿线受水区置换出大
量地下水和地表水，使农业、工业、生活
及生态环境争水的局面得到缓解，原来
被挤占的农业水量退还于农业，显著增
强了农业抵御干旱灾害的能力，形成了
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七彩纽带。

5月份以来，河南省部分地区出现不
同程度的旱情，地方水利部门科学调度

大中型水库，加大下

泄流量，最大限度保障灌区灌溉用水。
截至 6月底，河南全省抗旱供水 11.16亿
立方米，累计渠灌面积超过1000万亩。

通过长期持续加强水源区水质安全
保护，丹江口水库和中线干线通水以来供
水水质一直稳定在地表水水质Ⅱ类标准
及以上。河南省11个省辖市用上南水北
调水，中线工程供水已由规划时的补充水
源跃升为多个重要城市的主力水源。

以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为载体，中线
工程还通过不断完善的配套水网向农村地

区供水，润泽受水区的千万
寻常百姓家。目前，河
南省 101 个乡镇的群

众喝上了南
水 ，实

现了城乡供水同源、同网、同质、同服务。
由于长期超采，华北地区形成了大范

围的地下水漏斗区。2016年以来，中线
一期工程充分利用丹江口腾库容防汛，将
洪水资源化，向沿线河流生态补水，持续
助力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监
测数据显示，河南省地下水年均开采量从
2015年的 120.65 亿立方米下降到 2021
年的 98.26亿立方米，年减少开采地下水
22.39亿立方米。在供用水总量中，地下
水占比从54%下降到44%。

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切实巩固提
升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
感，保障了受水区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
成为百姓普遍点赞的民生工程和名副其
实的幸福工程。③7

水网建设起来，会是中华民族在治
水历程中又一个世纪画卷，会载入千秋
史册。

南水北调工程是国家水网主骨架和
大动脉，东、中线一期工程一起初步构筑
了我国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水网格局。

在北京，形成了“一纵一环”犹如变
形的“十”字状水网，构建起“地表水、地
下水、外调水”三水联调、环向输水、放射
供水、高效用水的安全保障格局。

在天津，逐步形成了“一横一纵”的
“十”字形水网，实现了南水、引滦双水源
保障，城市供水“依赖性、单一性、脆弱
性”的矛盾得到有效化解。

在河北，形成了一个“梳子状”的水
网，中线总干渠与邢清、石津、保沧、廊涿
干渠等配套工程相连，构建了“一纵四
横”的水资源格局，形成了可靠的供水网
络体系。

在河南，形成了“南北一纵线、东西

多横线”的“鱼骨架状”供水水网，中线总
干渠与河南省南水北调配套工程构筑了
1459公里的蓝色大动脉。

如今，以总干渠为“纲”，沿线各地
配套的输水管道和提水泵站为“目”，
大大小小的水厂为“结”，在沿线初步
构建起水资源优化配置的骨干水网，
也勾勒出国家水网未来发展的斑斓画
卷，形成了一条北方人民幸福生活的
金色纽带。

织密“目”“结”国家水网的金色纽带

水到渠成 生态和谐的绿色纽带
绿色是人类追求美好生活和提升幸

福指数的重要指标。
水到渠成，中线一期工程通过向沿线

50多条河流湖泊生态补水，串连起沿线的
山水林田湖草，形成了一个良好的绿色生
态系统，成为促进生态和谐的绿色纽带。

截至7月22日，中线一期工程已累计
生态补水超过89亿立方米，受水区特别是
华北地区，干涸的洼、淀、河、渠、湿地重现
生机，河湖生态环境复苏效果明显，昔日
一些弃渣场化身为当地知名的景观公园。

在焦作城区，以中线总干渠为依托，
一个约10公里长的开放式带状生态公园
投入使用，大大提升了焦作市的水环境
和水生态。这座被命名为“天河”的生态
公园获批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已经成
为焦作城市蝶变的重要标志。

自通水以来，河南已经累计完成总
干渠两侧生态带面积 23万亩，为中原新
增了一条纵贯南北的绿色长廊。河南省
内安阳河、汤河等河流生态补水后水质
变清，稀有鸟类开始回归。

中线工程有效改善了北京城市生态环
境。2021年 8至 9月，中线工程通过北京
段大宁调压池退水闸向永定河生态补水，
助力永定河实现了1996年以来865公里
河道首次全线通水。工作在北京市的河南
人路永庆，周末经常带着孩子到永定河边
玩耍，摸鱼捉虾，其乐融融。他告诉孩子：

“我们生活这么美，多亏了南水北调。”
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保障了沿线

河湖生态用水，初步形成了河畅、水清、
岸绿、景美的亮丽风景线。

水源置换 安居乐业的七彩纽带

7月 22日，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纬四路隧道附近路面，在划定的区域内，
清扫车、铲车等一字排开、严阵以待。⑨6 本报记者 王延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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