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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中线工程12月12日顺利实现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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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村干部得有“经济头脑”

甘霖送爽泽中原

把水的事情办好！
□本报评论员 王东亮

登封市唐庄乡范家门村海拔1100米，是该市海拔最

高的村，山路崎岖、吃水困难，群众久困深山，致富无门。

如今，村民已全部搬到唐庄乡新型社区居住，范家门村对

搬迁后的“空心村”实施改造，引进“中国唐庄·世界禅庄”

项目发展休闲观光旅游业，让农民以老宅基地入股，耕地

由公司租种，一条美丽乡村的建设之路越走越宽。

登封多山区丘陵，贫困人口、贫困村较多。近年来，

该市以易地扶贫搬迁为抓手，以产业发展转移就业为支

撑，与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古村落保护性开发

相结合，宜城则城、宜村则村、城乡统筹、一村一策的“开

发式扶贫”颇具特色。其中，范家门搬迁模式得到了郑

州市委、市政府的肯定并在全市推广。

对于易地扶贫搬迁，登封确立了“上不去的搬下来、

条件好的推起来、有产业的扶起来、无产业的带起来、能

示范的建起来”的工作思路。新型城镇化建设中，10个

城市社区和18个乡镇中心社区按照城市标准实现城镇

化，16个新型农村社区按照美丽乡村标准建设，使登封

展现出城中有田、村中有城的田园城市风貌；而在这些

新型社区周边，规划建设了22个乡镇特色产业园，累计

有8.7万名住进新型社区的农民进入特色产业园打工，

实现了山区搬迁群众有吃有住有活干、就近就地就业。

三年行动计划实施以来，登封全市36个新型社区

累计转移群众3.8万户15.8万人，其中搬迁人口8.5万

人。那么，空余的宅基地和耕地该如何处理？范家门村

党支部书记范战标说：“村民搬走了，利用他们的旧宅，

依托山里的果木资源，完全可以发展休闲度假产业。”今

年6月，该村已与深圳一家公司签署协议，连续三年将

投资近3亿元全新打造范家门，范家门村持有15%的股

份。范战标补充说：“村民们还可回来当产业工人或参

与相关经营，新范家门预计能提供1650个就业岗位。”

少林办事处玄天庙村的禅心居、犁面沟画家村等，

实施的也是范家门模式。青砖、蓝瓦、夯土、泥墙组成的

犁面沟古村落，经过保护性改造，已有20多名艺术家在

此成立了工作室，且具备展览、居住等功能，成为中原艺

术家们新的寻梦之地，艺术家和村民都能从中受益。登

封市副市长马宏伟说：“原先的深山村民老宅入股有分

红，再加上耕地公司发的租金和在家门口打工的工资，

现在有了三份收入。”

随着新型城镇化加美丽乡村建设、特色产业园加古

村生态游的“开发式扶贫”的推进，登封还涌现出唐庄绿

色农业生态观光园、挡阳山休闲观光生态园、银沙湖千

亩玫瑰园等一批休闲观光农业项目，全市休闲农业年收

益2.8亿元，从事休闲农业的农民年增收两万元以上。

回首2014年，说到水，说到河南水利，

很多河南人首先想到的两件事一定是夏

旱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全线通水。

2014年夏天，人们还未从夏粮丰收的

喜悦中走出来，63年来最严重的夏旱便猛

扑过来。农田机井干涸，大片大片的玉米

地无水可浇；中小水库干涸，山区群众吃

水困难，甚至平顶山市的城市供水都“拉

响了警报”。

去年的夏旱再次提醒我们：水利是农业

的命脉，时时刻刻都不能忘。夏旱暴露出来

的问题也告诫我们，成绩永远属于过去，水

利建设还有许多功课要做，任重而道远！

2014年的12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

式通水，甘甜的丹江水静静地一路北上到

北京，这是让人暖心、欢欣的大喜事。这

条令人欢欣鼓舞的好消息让人想到很多，

比如丹江水的甘甜、建设者的付出、移民

作出的牺牲，比如我国北方地区的干旱、

缺水，比如如何合理利用水资源、如何节

约用水，等等。

水，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

无论是夏旱还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

通水，都在一遍遍告诉我们这一点。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节水优先、空

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

为我们强化水治理、保障水安全指明了方

向。无论何时，我们都要牢记自己的光荣

职责，明白自己肩头担子的重量，把水的

事情办好！

省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
今日开幕

1月22日，正阳县小哈佛幼儿园的师生们走出校门，带上捐款和慰问品专

程赶到该县真阳镇敬老院看望五保老人，并为他们送上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让

孩子们从小感受尊老敬老的良好风尚。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王化远 摄

“以前烧水，只要水一开，就白花花一

片，像面汤一样。一天下来水壶里就结上厚

厚一层水垢。”52岁的贾根生是临颍县台陈

镇邓庙村村民，因为当地处于苦咸水区域，

多年来老贾和大多数村民一样，每天靠购买

矿泉水烧茶、做饭。2014年，村里打了眼

500米的深井，包括邓庙在内的７个村庄１

万多人的饮水难题成为历史。2014年，河

南解决了860万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

占全国当年年度工程量的七分之一。

甘霖送爽，润泽民心的安全水只是

2014年河南水利工作的一个缩影，过去的

一年，无论是防洪减灾，水利建设，南水北

调，还是水资源管理，农田水利，河南水利人

都在中原大地上写下了浓重一笔。

抗旱保粮立新功

2014年8月1日，烈日炎炎，在禹州市

长庄乡观岩村的陡坡上，十几名村民在冒着

高温挖沟。村民于来池介绍说，原来提供全

村饮用水的海眼泉已经抽不上水，前段时间

水利部门帮村里找到了新泉眼，还补贴了3

万元用于购置水泵和输水管道。“政府出钱，

我们出力，用不了几天就能有水喝了。”他

高兴地说。

2014年6月份起，我省因持续高温少

雨，发生1951年以来最严重旱情，平顶山

市、许昌市等地出现供水困难，部分地区人

畜饮水面临严峻挑战，秋粮生产受到严重

影响。省防指启动全省Ⅲ级抗旱应急响

应，先后实施启用白龟山水库死库容、从丹

江口水库及燕山水库调水、人工增雨作业

等措施，多途径解决旱情严重的平顶山等

地供水困难问题。全省累计投入抗旱资金

21.4亿元，累计解决临时性吃水困难138

万人次，累计抗旱灌溉9206万亩次，在大

旱之年为河南粮食生产实现“十一连增”作

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抗旱工作得力，省委书记郭庚茂高

度赞扬水利系统，多次强调“水是命脉、是基

础、是环境，是重要的战略性资源，不仅是农

业的命脉，也是城市的命脉，更是工农业发展

的基础性资源。要进一步提升对水利工程根

本性、公益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的认识。”

民生水利润民心

走上兰考县三义寨灌区渠首闸，闸下黄

河水奔腾而过。不远处的田地里，红庙镇堤

湾村村民房朵正在浇灌庄稼，干渠里的水通

过提灌流向田间。房朵说，多亏了这引黄

渠，一年四季不断水，啥时候旱，啥时候浇，

今年她家粮食每亩多收一二百斤。从靠天

吃饭到引黄丰收，她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水之利兴，民之福祉；滴水之力，彰显时

代进步。2014年解决860万农村人口饮水

安全问题，是全国任务数最多的省份。小农

水重点县建设基本实现了在粮食核心区全

覆盖。冬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扎实推进。

“我们这儿都是抢着交水费。为啥？原

来水利设施不完善，浇地费时费力，一亩地

要30多块钱。现在渠修到田里，老人、妇女

一个人都能浇，按户计费，浇一亩地才七八

块钱，划算得很咧。”民权县林七乡林东村村

民齐家平提起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示范项目

区带来的好处时赞不绝口，“原来以为灌溉

水价涨了会增加生产费用，现在仔细一算，

是政府给我们办的好事。”

南水北调终梦圆

千里长渠引水来，一泓清流北润去。2014

年12月12日，南水北调中线终于通水了。

元旦过后没几天，新乡市民便听到个好

消息，经过建设者的不懈努力，期盼已久的

丹江水首次流入市区水厂。截至1月11

日，全省供应丹江水的水厂已达10座。

河南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核心水源

地和受水区，也是工程建设的主战场。10

余年来，16.54万移民浩荡迁徙，10万建设

大军克难攻坚，终于如期实现了通水目标。

南水北调干渠好似输水“大动脉”，丹江

水润泽城乡还要依靠“毛细血管”——配套

工程管网。

河南南水北调配套工程管道总长1000

公里，通过39个分水口门，分别向11个省

辖市、34个县（市、区）供水，任务繁重。在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通水前，河南省已基

本完成管道铺设，建成36座水厂，实现了配

套工程与干线工程同步通水、同步达效的目

标。

“丹江水口感甘甜，洗过的衣服好像也

鲜亮了。”说起丹江水的好处，许昌市帝豪实

业家属院的方女士赞不绝口。郑州市柿园

水厂副厂长王春则给出了理性的对比，黄河

水浊度数值为10，丹江水仅为2。

丹江水水质长期稳定在II类标准，离不

开河南省的全力呵护。

河南省近年来在水源地累计关停并转

污染企业801家，在总干渠两侧水源保护区

内，已将200多家存在污染隐患的企业拒之

门外。淅川县还成立了护水分队，痛下决心

取缔了网箱养鱼和水上餐厅。

如今，一渠清水已汩汩北送，河南省更

是把水质保护当作长期艰巨的政治任务，积

极实施《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水污染防治和水

土保持“十二五”规划》，建立长效机制，加大

执法力度，让丹江水越来越甘甜清澈。

“再卖不出去，一年就白忙

活了，种葱借的钱也还不上。”这

两天，48岁的南阳葱农倪萍愁眉

不展，从老家来郑州卖葱的她正

碰上前两天的雨雪，辛苦拉来的

大葱滞销了。更让她苦恼的是，

这样的天气还可能造成地里的

葱挖不出来。

1月26日，帮忙记者联系上

了倪大姐，一瘸一拐的她正忙着

卸刚从老家新野县王集镇拉来

的大葱。“被一个骑三轮车的撞

了，还没顾上去拍片子。”她说，

去年看到人家种葱一斤能卖一

块多，挺挣钱，就借钱承包了60

亩地，忙碌一年有了60万斤的好

收成，可没想到却碰上今年行情

不好，收购价每斤才一两毛。

“虽然赔了，但也要赶紧卖

出去，要不借的钱就还不上

了。”倪大姐说，郑州的葱价比

老家高一点，她才不辞辛苦拉

到郑州来卖，在她老家王集镇

还有 500 亩地，近 500 万斤大

葱都滞销。这两天倪大姐一直

在郑州市三全路渠东路附近的

农贸市场卖葱，如果您愿意帮

助倪大姐解决燃眉之急，请与

她 或 志 愿 者 联 系 ，电 话 ：

15517500558、18625558787。

帮忙记者 张菁菁

电话：15136227817

我们村位于林州市区西郊，全村3300多

人，党员114名。1999年5月份，我当上了大

屯村党支部书记，至今已连任五届，2014年

12月，我又当选村支书。记得我上任之初，

由于以前村里活动不透明、不公开，老百姓对

干部不信任，群众多次赴北京、安阳集体上

访。为此，我要求凡是涉及群众利益的事情

全部上墙公开，让党员群众明明白白。2012

年以来，村里累计投资50多万元改造了村综

合服务中心，推行村干部为民服务全程代

理。为激发党员活力，我在全村开展了党员

定岗包户活动，通过在街道两侧悬挂“认岗承

诺”公示牌和钉挂“共产党员家庭”牌匾，积极

推动党员亮身份、履承诺、做表率，发挥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

村里要发展，就要先想方设法发展经济，

我到处跑资金、跑项目，引进了13家中小企

业，2014年重点建设品绿高效农业生态园，

目前已经建成1.4万平方米的花卉培育大棚，

栽种文玩核桃100亩，吸引20多家商户入

驻。通过兴办企业，在家门口就为群众提供

就业岗位600多个。

经济发展了，我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改善

民生。2000年以来，共硬化村内主街道路

7000余米，安装了125盏节能路灯；2007

年，我村就完成了天然气入户工程，村里每户

补助1500元，成为林州市第一个接通天然气

的村；去年又全面覆盖自来水管网，每户补助

1000元；依托桃园大道拓宽改造，大屯新城

市花园社区25幢住宅楼已建成17万平方

米，75户拆迁户住上了宽敞的楼房。

登
封

□本报记者中原三农网记者 冯刘克 通讯员韩心泽

新野500万斤大葱寻销路

□本报记者 赵川 通讯员董一鸣

□林州市大屯村党支部书记 王秀昌 口述

本报记者 秦名芳 通讯员 张国强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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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州市城郊乡大屯村党支部书记王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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