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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凡十年 出彩中原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 通讯员 王
）8月 21日，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获
悉，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国
际合作论坛已获国家批复，将于 11月
在郑州举办，论坛主题是“做大做强中
卢货运航线‘空中丝路’”。

据论坛组委会工作人员介绍，在
我省“空中丝绸之路”建设历程上，此
次论坛规模、规格再创新高。论坛的
主办单位是河南省人民政府、卢森堡
交通和公共工程部、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中国民航局，承办单位是省发
展改革委、省政府外事办、国家发展改
革委“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心、中国
民航局国际合作服务中心、郑州市人
民政府、郑州航空港区管委会、卢森堡
国际货运航空公司、河南民航发展投
资集团、河南省机场集团。论坛还将
获得外交部的特别支持。

论坛举办期间，将有数百名境内
外业界、学界大咖齐聚一堂，共商“空
中丝绸之路”发展。据悉，本次论坛将

采取线下线上结合的形式举办多场活
动，并将有一系列重磅规划、报告发
布，为“十四五”期间“空中丝绸之路”
发展擘画路线图。同时，还将有一大
批支撑“空中丝绸之路”发展的大项
目、好项目、新项目签约落地。

郑州大学教授、河南省“一带一路”
跨境电商与多式联运协同技术工程研
究中心主任朱永明表示，此次论坛的举
办将进一步擦亮河南“空中丝绸之路”金
字招牌，为河南开放注入新动力。③7

□本报记者 谢建晓 李旭兵

触摸中国最早的文字，请到安
阳；感受人民群众“誓把山河重安
排”的精神力量，也请到安阳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安阳市坚决贯彻
新发展理念，认真落实中央、省委
决策部署，以科学发展的方法、自
我革新的勇气、凤凰涅槃的行动，
向世人展现了豫北工业重镇踔厉
奋发、华丽转型的拼搏故事。

这十年，安阳改旧立新。加快
转型升级，安阳下大力气推动钢
铁、煤化工等传统产业延链提质。
立足打造区域先进制造业中心，安
阳壮大培育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
精品钢及深加工、高端装备制造等
千亿级主导产业，大力发展电子信
息、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康
复器械等新兴产业，全市产业向高

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这十年，安阳引才富民。招揽

天下英才，安阳“洹泉涌流”人才计
划政策不断加力，2020 年以来已
累计为全市各类企业引进人才 1.8
万余人。全市 GDP 总量从 2012
年的 1593 亿元增长到 2021 年的
2435.5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大幅增长，就业、教育、文化、
卫生等民生实事、社会事业全面进
步，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持续增
强。

这十年，安阳活力迸发，不断
出彩。全市以改革增活力、提效
能，一批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
机制障碍得到有效破除。“万人助
万企”活动持续开展，“安阳最安
心”营商环境排名不断上升。殷墟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曹操墓安阳高
陵本体保护、安阳市文体中心等一

批特色标志性重大项目强
力推进。

喜迎二十大，奋进新
征程。安阳市委主要负责
人表示，锚定“两个确保”、
实施“十大战略”，安阳已
确定建成现代化区域中心
强市的目标，全市上下将
以红旗渠精神铸魂，强化
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力争
早日建成“一个强市”、实
现“八个领先”，为中原更
加出彩彰显更大担当、作
出更大贡献。③5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娟
本报通讯员 赵晖

峰峦叠嶂，沟壑纵横。
依山而建的公路盘旋曲折，如一

条丝带，忽隐忽现。因为山势陡峭，行
车在盘山公路上，每一次转弯都惊心
动魄，每一次爬坡都要狠踩油门。

这里，是地处伏牛山腹地的南阳
市西峡县双龙镇，距离县城 25 公里
远，近 300平方公里的辖区内人口却
不到 3万人。双龙法庭就坐落在这山
高林密、地广人稀的地方。更让人意
想不到的是，这里居然有个“潮”味十
足的法官，在如此偏远的法庭一干就
是24年。

他，就是西峡县人民法院双龙法

庭庭长姬海朝。7月 27日，南阳市委
组织部发文，任命西峡县人民法院双
龙人民法庭庭长姬海朝同志晋升为三
级高级法官。

这一人事任命，是在省委组织部、
省委政法委的大力支持下，省高院党
组启动特别选升程序破格晋升的，在
全国尚属首例。这对于一名基层人民

法庭的法官来说，突破了职级晋升的
“天花板”，体现了河南省高院党组“让
出力者出彩、让吃苦者吃香、让有为者
有位”的一贯用人导向。

殊荣的背后是他 24年如一日，扎
根基层法庭，对群众满腔热忱，始终践
行着司法为民的初心使命。

车载法庭和移动庭长

把法徽、法槌从警车上搬下来，
国徽架到车顶，写有“西峡县人民法
院巡回法庭”字样的红色横幅挂在两
根木棍中间，从村里借来桌椅板凳，
临时审判台搭建而成。8 月 2 日，姬
海朝的简易法庭在双龙镇山涧沟村
开庭了。

（下转第四版）

本报讯（记者 方化祎 李昊 通讯员 韩功
勋 杜洋）1至 6月份，地区生产总值完成159.76
亿元，同比增长 7.2%；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16.8%；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3%，且
三者的增速均居周口市第一位，主要经济指标
稳居第一方阵……一组新出炉的数据，传递了
今年淮阳区高质量发展的信号。

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淮阳区不仅稳住
了经济大盘，还呈现出稳中有进、稳中向好态
势。这一成绩的取得，与该区能力作风建设走
实走深密不可分。

“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开展以来，淮阳区
委、区政府高度重视，领导干部率先垂范、以上
率下，党员干部踊跃参与、注重实效，紧紧围绕

“十大战略”三年行动计划重点任务，把活动开
展与各项工作推进有机融合。

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8月19日，走进该区
塑料制品产业园项目基地，一栋栋拔地而起的建
筑被防尘网包围，部分楼栋结构封顶。“仅用100多
天，我们一期生产车间主体工程便顺利封顶。”淮阳
区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于西峰说。

（下转第四版）

本报讯（记者 王小萍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
记者 王雪红）几天前，三门峡市陕州区大营镇
城村党员学习刚结束，村党支部就在村部大院
门口为“美丽庭院户”和无私支持村子发展的村
民佩戴大红花、送上小礼品。

“为房子加保温层、修马路、建花园、引领群
众种植新品种葡萄，村干部把件件事情都做到
了群众心里。我再不舍，也拆除了自家废弃的
牛场，全力支持村子发展项目。”8月 18日，受
到村里表彰的村民孙巷森对记者说。

近几年，城村党员干部转作风、务实干，带
领村民发展现代农业，打造“豫西葡萄之乡”，村
庄面貌焕然一新，成为三门峡沿黄经济示范带
建设的典范。

陕州区以开展“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为
契机，创新举办“陕州大讲堂”和“三门峡干
部论坛陕州分论坛”，实施“清廉乡村 1520”
工程、“心桥工程”，开展“文明新风进万家”

“万企兴万村”“农村党支部书记擂台比武”
等活动，督促干部提高能力、转变作风、实干
立身。

（下转第四版）

本报讯（记者 谭勇）近期我省旱
情持续发展，呈现出有效降雨少、土壤
失墒快、面积逐步扩大、程度逐渐加深
的趋势，我省水利系统迅速启动水旱
灾害防御（抗旱）Ⅳ级应急响应和发布
干旱蓝色预警，精心组织、科学调度水
工程，全力抓好防汛抗旱工作。

8月 19日 10时，省水利厅启动水
旱灾害防御（抗旱）Ⅳ级应急响应、发
布干旱蓝色预警。省水利厅要求各级

水利部门持续关注旱情发展，加密墒
情测报，及时组织会商研判，科学调度
水库、灌区等水工程，同时密切关注天
气变化，严防旱涝急转，坚决做好防汛
抗旱两手抓。

省水利厅对土壤墒情监测结果显
示，截至8月20日16时，我省受旱面积
1551万亩。省水利厅维持水旱灾害防
御（抗旱）Ⅳ级应急响应与干旱蓝色预
警。截至 8月 21 日，全省有洛阳、许

昌、南阳、驻马店、平顶山5个省辖市启
动了水旱灾害防御Ⅳ级应急响应。

从引黄情况看，8月 20日，我省引
黄平均流量98.41立方米每秒，日引水
量 850 万立方米。8月 21 日 8时，我
省引黄流量总计108.37立方米每秒。

从水库调度情况看，省水利厅科
学调度前坪、板桥、鸭河口、白龟山、南
湾、泼河、五岳等 18座大型水库开闸
放水保障抗旱灌溉和城乡供水。8月

20日 8时至 21日 8时，全省大中型水
库日下泄水量2040万立方米。

截至目前，全省统计时段内投入
抗旱人数 35.01万人。全省投入抗旱
设施包括机电井12.89万眼、泵站487
处、机动抗旱设备9.97万台套、机动运
水 车 辆 50 辆 ，累 计 投 入 抗 旱 资 金
15770万元，完成抗旱浇灌面积 1357
万亩次，解决 2 万余人饮水困难问
题。③5

□本报记者 刘晓阳

8 月 20 日晚 6点，太康县五里口
乡轩尧村辣椒种植基地。随着无人机
沿预设轨道飞旋，雾状农药被均匀地
喷洒在朝天椒叶面上。

“持续干旱容易出现病虫害，这让
俺很头疼，不得不想办法加大预防和
消杀。”该基地负责人轩富伟一边操作
手机，一边介绍，“幸运的是，省里的专
家近段时间来得特别勤。”

站在轩富伟旁边的是国家特色蔬
菜产业技术体系郑州综合试验站站
长、省农科院园艺所研究员姚秋菊及
其团队成员。当天，他们冒着酷暑赶

过来，实地“问诊”，手把手向种植户传
授对策。据了解，太康是省农科院院
县共建对口县市。近期，姚秋菊及其
团队已三次来到这里指导。

仔细观察，轩富伟家的 600亩辣
椒地里，部分叶片被虫子啃食后，留下
一个个小窟窿，有的叶片背面发黑，还
有一些烂果。

“经历了六月份高温干旱，七月份
高温高湿和现在的持续高温干旱之
后，现在椒田内病虫害较普遍。”姚秋
菊说，“目前看，病害主要以日灼病和
炭疽病为主，虫害以烟青虫和白粉虱
为主。部分地块可明显看到白粉虱聚
集叶片以及引起的霉污病……”

指着被烟青虫啃食的一株朝天
椒，姚秋菊现场支招：“除了加大喷药
力度外，可以在地块设置杀虫灯和诱
捕器，捕杀成虫，降低虫口密度。”

“应该轮流交替使用无人机和喷药
机。”姚秋菊说，无人机旋翼产生向下的
巨大旋力，推动农药雾滴对作物从上到
下进行穿透，有利于农药雾滴均匀散落
于植株各个部位，提高防治效果。而喷
药机的水量大，对白粉虱效果更好。

据姚秋菊介绍，朝天椒为浅根系
植物，可以耐一定干旱和贫瘠，但水肥
不足，会使植株生长和果实质量下降，
要加大水肥供应。

说到浇水，轩富伟说：“目前为止

已浇了 8遍，总体比往年多了两倍，但
多亏有了滴灌带，一点也不辛苦。”原
来，这几年，在省农科院专家指导下，
轩富伟在辣椒播种时，专门铺设了滴
灌带和地膜，浇水均匀、定时、定量，种
辣椒省劲不少。

目前，我省辣椒种植面积 290万
亩，其中朝天椒207万亩。当前，朝天
椒由盛果期进入到青果转色阶段，也是
保证植株正常生长，并为后期椒果达到
优质高产打下坚实基础的最佳时期。

“抗旱如救火，越到关键节点，我
们越要把技术服务送到田间地头，帮
助大家提升防灾减灾能力，达到提质
增效保丰产的目的。”姚秋菊说。③7

安阳：踔厉奋发向未来

又一国际盛会将花开河南
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国际合作论坛获国家批复

我省科学调度水工程抗旱保秋

大山深处的“潮”法官
——记西峡县人民法院双龙法庭庭长姬海朝

连日来，南阳鸭河
口水库工程管理局白桐
干渠管理站加强抗旱放
水期间用水安全管理，
保障抗旱输水配水顺
畅，工程设施安全运
行。图为8月 19日，白
桐干渠宛城区茶庵乡境
内一放水闸在放水。⑨6
崔培林 摄

庭审中，姬海朝对当事人进行释
法明理，耐心调解。⑨6 赵晖 摄

“80后”军嫂撑起家庭“半边天”

02│要闻

扎实做好抗旱保秋工作 全力夺取秋粮丰产丰收

只要我们将心比心，以心换
心，温情办案，再难缠的当事
人，都会被真情软化；再大的
恩怨，也会有化解的可能。

■好人就在我身边

抗
旱
输
水
保
供
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