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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 映"水碧天蓝#我

省近年来的环境变化有目共睹$

!!

月
!"

日# 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对河南的

环保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并表示国家环

保总局将从
#

个方面支持河南的环保事

业$

!!

月
!$

日和
%&

日#国家环保总局

局长周生贤% 副局长张力军在省长李成

玉%副省长张大卫的陪同下#对我省水污

染防治状况进行调研$ 周生贤充分肯定

了我省环保工作取得的成绩#他认为#河

南的环保工作&领导重视#措施具体#成

效明显'$

周生贤还表示#下一阶段#国家环保

总局将从
#

个方面加大对河南环保工作

的支持力度#具体包括(加大对河南调整

产业结构的政策支持) 加大对淮河等河

流休养生息的支持# 特别是对城市污水

处理厂的管网建设% 生态补偿等方面予

以资金倾斜)加大对&十大节能工程'和

&十大环保工程'的支持)从环境保护的

能力建设方面给予支持# 特别要向周口

等欠发达地区予以倾斜) 加大对农村环

境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方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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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获国家环保总局!特别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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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举旗帜
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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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 映"

%%

月
%"

日#国

家环保总局在郑州召开全国河流污染防

治工作会议$ 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

表示#要多措并举#推进河流环保的历史

性转变$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张力军主持会

议#副省长张大卫致辞$

污染反弹严重省份暂停
安排国家支持项目

会议对新形势下河流污染防治工作

进行了安排部署$ 从
$))'

年起#国家环保

总局将对跨省界断面水质进行考核和评

定#对不能按期完成工作任务和污染反弹

严重的省份#暂停在该省安排国家支持的

项目#停止审批该省需增加排污总量的建

设项目$ 新上建设项目和已有的污染源都

必须符合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未完

成总量控制任务的地区#要实行&区域限

批'$ 此外#凡是向河流排放有毒有害%重

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直接大量排放

工业废水的项目#也要一律停止审批$

对于重要河流# 国家将划分出环境

敏感区域$ 河流环境敏感区域和枯水期

等敏感时段# 要组织制定更为严格的国

家污染物排放标准#

$)%)

年起全面实行$

现有超标排放水污染物的企业#

$))(

年

年底前完成限期治理任务# 逾期未完成

的#实行停产整治或依法关闭$

排污不达标企业不能上市

会议要求# 各级环保部门要加强对

重点工业污染源的监控# 确保所有工业

污染源达标排放并达到区域流域总量控

制的要求$ 从
$))*

年起#所有排污单位

实行持证排污# 未获许可的排污单位不

得生产# 对未达到排污许可证规定的要

限产限排)在
$)%)

年年底前#完成强制

淘汰或关闭落后工艺%设备与产品任务$

强化上市企业环保核查# 凡是有环

境违法行为的不得上市# 凡是排污达不

到规定要求的不得上市)已上市的企业#

要及时向社会公开其环境行为$

!下转第二版"

全国河流污染防治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会议提出

推进河流环保历史性转变

本报讯 !记者王大庆 通讯员高万

宝"连日来#正阳县西工业集聚区内建设

工地上#机声隆隆#热火朝天$ 中国最大

的豆奶生产企业***维维集团投资
&

亿

元兴建的正阳维维粮油有限公司正在紧

张施工# 前来视察项目建设进度的维维

集团副总裁% 公司总经理熊铁虹说(&投

资正阳就是把产业链条直接延伸到原料

基地# 这种做法有利于降低产业投资经

营成本#拓展企业发展空间$ '

区位优势并不明显的正阳县以其

丰富的农副产品资源吸引着众多投资商

的眼球#今年前
%)

个月#已有
#)

多家省

内外企业相继来此投资办厂$ 投资商们

快马加鞭#竞相加快工程进度#工业集聚

区内处处是热气腾腾的建设景象$

目睹这一景象#县委书记赵兴华深

有触动(&基础产业与企业对接#可以把

我们的农副产品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

优势$'据他介绍#正阳是全国油料第一

大县%全国肉类百强县%全国粮食百强

县#还是全省林业生产大县#&常年种植

花生
%#)

万亩#年存%出栏生猪近
$))

万头#!下转第二版"

正阳!

本报讯 !记者曾昭阳 通讯员曾

宪忠 陈犁"&这里不仅景色美# 而且乡

镇街道干净整洁# 乡土文化味道十足#

大伙儿来了都不想走+ '今年十一黄金

周#武汉市百名自驾车游客在商城县的

深山老林%水库边流连忘返$

商城的干部群众说(这是实施&民

心工程'带来的巨大变化#更是建设社

会主义新农村的创举$

据县委书记李绍文介绍(&为落实

科学发展观#推动城乡协调发展#今年

#

月份起#县里决定#全县每个乡镇全

面推进街道硬化%绿化%亮化%净化四化

建设# 每个乡镇要建成垃圾处理场%农

贸市场和小商品市场#以及两个水冲式

公厕和一个停车场点#即
"&$%

工程#也

叫民心工程#全面提升乡镇文明卫生整

体水平+ '

商城拥有国家生态示范县%全国绿

化百佳县%金刚台国家地质公园%黄柏

山国家森林公园等&国'字号招牌#但因

乡镇基础设施落后#影响了对外开放和

经济社会发展$ 如何突破这一&瓶颈',

经过论证#!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 !记者张 靖 通讯员于学

贵"

&&

月
&!

日# 记者在郸城县财鑫糖

业公司看到#一车车新鲜的黄灿灿的玉

米运进来#公司以玉米为原料生产的淀

粉糖%高麦芽糖%麦芽糊精%葡萄糖浆%

玉米油等产品源源不断地销往全国各

地#副产品玉米胚芽饼%蛋白粉%玉米渣

皮则被养殖户争相购买作为饲养生猪

的优质饲料$

财鑫糖业公司只是郸城县农产品

精深加工产业集群中的一分子$

郸城县委书记刘占方介绍说#&农

业大县如何壮大经济实力,那就是在大

力培育近农企业的基础上#聚集产业优

势#发挥产业规模效能#着力打造产业

集群#通过产业集群不断强化新农村建

设的产业支撑#并作为拉动新农村建设

的-火车头.$ '

根据地域特色和优势#这些年来郸

城县先后打造出了玉米%红薯%中药材%

小麦%棉花%花生等八大农产品精深加

工产业集群#涉及
!%

家近农龙头企业#

带动了总面积达
!!"

万亩的农产品生

产基地建设#!下转第二版"

商城!

郸城!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国务院总

理温家宝
%"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研究部署稳定市场供应和保障困难群众生

活工作$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国际市场油价高

涨%粮食减产#国内部分生产资料和消费品

价格上升#特别是猪肉%食用油和柴油%液

化气等价格上涨较多$ 国务院对此高度重

视#及时采取措施#扶持生猪%油料生产和

奶业发展#控制玉米深加工盲目发展#增加

公益性行业补贴# 提高低收入人群社会保

障标准#保证了市场基本平稳$

会议指出#我国粮食连续四年丰收#库

存充足# 国内消费品供应总体上能够满足

需求#工业品价格基本稳定#目前的物价上

涨是结构性的# 但价格总水平上涨的压力

较大$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要在继续加强

和改善宏观调控% 切实防止经济增长由偏

快转为过热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措施#发

展生产#保障供给#基本稳定价格总水平#

妥善安排人民群众生活# 维护市场和社会

稳定$ !一"努力抓好农业生产$加强农业基

础设施建设#认真落实扶持粮食%油料%生

猪%奶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提高农业综合直

补标准# 稳定粮食播种面积# 增加油料生

产# 扩大冬季蔬菜生产# 做好畜禽防疫工

作$ !二"采取综合措施#扩大原油生产和加

工#切实保障成品油供应$ !三"加强经济运

行调度$ 铁路%交通部门要优先安排居民生

活必需品运输#!下转第二版"

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
研究部署稳定市场供应和保障困难群众生活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冯景义 王臖洁"

时值初冬#喜讯再次从金水区传来(前三

季度该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财政收

入% 一般预算收入等三项经济指标增速

名列郑州市六区第一$ 其中财政收入累

计完成
%$8!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89-

#

已超过
9))+

年全年的财政收入#居全省

城区第一$

今年以来# 金水区以科学发展观为

指导#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

打造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 全区经济社

会保持了又好又快的发展势头$

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关键靠高新技

术项目和优质品牌$ 金水区在巩固传统

优势产业的同时# 大力发展都市工业和

高新技术产业# 各大重点项目建设均实

现提速发展$中原数码港正加紧建设#今

年已完成投资
98!

亿元$ 在加快园区经

济的突破口***杨金工业园区规划建设

上#目前已研究确定了编制#奥克啤酒%

恒安纸业等著名企业已确定入驻$思念%

索凌%永丽%崛起%辛硕等重点工业项目

建设均进展顺利# 成为该区经济发展的

&助推器'$

特色街建设是该区经济发展的又一

靓丽名片$ 金水区认真做好原有特色商

业街的升级改造工作# 力求做到一街一

特色#一街一亮点$ 今年以来#在已经形

成的经三路&财富大道'#未来路期货经

济%高端消费一条街#!下转第二版"

前三季度财政收入居全省城区第一

金水区!"特优#产业挑大梁

本报武汉讯 !记者陈 茁"用&火爆'

来形容舞剧/风中少林0在第八届中国艺

术节上的演出#一点儿也不为过$

!!

月
!9

日晚和
!&

日上午#作为我

省另一台参加中国艺术节&文华奖&比赛

的剧目# 由郑州市歌舞剧院演出的大型

原创舞剧 /风中少林0 在鄂州大剧院上

演# 虎虎生风的少林功夫与柔情似水的

中国传统舞蹈#水乳交融地展现于舞台#

让观众如醉如痴$

许多观众告诉记者(&太棒了# 演员

演得非常投入# 舞蹈和武术结合得如此

完美#真是大开眼界$ '鄂州市文化局负

责人也兴奋地表示(&感谢河南人民为我

们送来了如此美妙的精神食粮$ 感谢郑

州歌舞剧院的全体演员$ '

!(

鄂州掀起&少林风'

!!

月
!"

日#北京奥组委在北京奥运

新闻中心发布了北京
#$$%

年残奥会奖牌

式样$ 图为残奥会奖牌正面$ 新华社发

北京残奥会
奖牌式样发布

!!

月
!"

日# 一位艺术家在博览会

展馆内摆放即将展出的版画作品$ 本届

上海艺术博览会于
!!

月
!&

日至
'(

日

在上海世贸商城举行$来自
)*

个国家的

)"+

余家画廊和机构参展$ 新华社发

上海艺术博览会
今日开幕

"

今日导读

本报讯 !记者朱殿勇"

!!

月
!"

日晚#

赴津出席&情系海河1感知河南***中原文

化天津行'的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省

长孔玉芳在天津迎宾馆会见了天津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肖怀远%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俞海潮% 天津市政协副主席曹秀荣

等天津市有关领导#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贾连朝%省政协副主席陈义初参加了会见$

孔玉芳在会见时对天津市给予中原

文化天津行活动的周到安排和大力支持

表示衷心感谢#介绍了河南省情和近年来

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她说#作为农业

大省的河南#经济总量去年突破
!9)))

亿

元#位居全国第五位#工业经济快速增长#

成为新兴的工业大省# 粮食产量已突破

!)))

亿斤大关# 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

重要贡献$河南区位优越%资源丰富#有丰

富的劳动力资源)作为滨海明珠的天津工

业发达%科技先进%服务业繁荣%创新能力

强#在全国占有重要的位置#豫津两地经

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 我们此次在

天津举办 &情系海河1感知河南***中原

文化天津行'活动#一方面增加认知#开阔

眼界#学习天津的发展经验#更好地促进

河南发展)另一方面推介河南#活动期间#

将通过
"))

多个文化产业招商项目的推

介和举行&魅力河南'图片展%美术书法作

品展%河南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珍品展等系

列文化活动#向天津人民展示古老厚重的

中原文化#!下转第二版"

孔玉芳在津会见天津市有关领导
本报天津讯 !记者陈 茁"艺苑风

和歌盛世#豫津携手情更深$

!!

月
!"

日晚# 豫津两省市的艺术家在海河之

畔的天津大剧院#联袂献上了&情系海

河1感知河南***中原文化天津行'文

艺晚会# 充满激情的歌舞节目赞美了

豫津两地日新月异的发展# 祝福两省

市人民友谊长存#携手并进$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省长孔

玉芳#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贾连朝#省

政协副主席陈义初)天津市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肖怀远#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俞海潮# 市政协副主席曹秀荣等出

席了晚会$

昨晚演出在激情澎湃的钢琴协奏

曲/黄河0声中拉开帷幕$ &编#编#编花

篮#编个花篮上南山'#一首河南民歌

/编花篮0# 让观众陶醉在浓郁的中原

风情之中)由我省著名笑星范军%于根

艺表演的相声/津豫情0#诙谐幽默地

将河南与天津的风土人情用说% 学 %

逗%唱等形式表现在舞台上#赢得了观

众的阵阵叫好声) 来自天津市杂技团

和天津市歌舞剧院的杂技 /肩上芭

蕾0#融技巧和艺术于一体#高难度的

动作令观众为之捏一把汗) 来自中原

大地的少林武术和太极表演# 一个虎

虎生风#一个刚柔相济#展示着中原武

术文化的无穷魅力) 河南豫剧演员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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