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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嘱托牢记嘱托 奋勇争先奋勇争先
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一片初心铸警魂
——追记正阳县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王维平

每年10月到次年3月，来自西伯利

亚的白天鹅如约而至地来到它们冬天的

家——三门峡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

园，在黄河边上的温暖湿地安度冬天，三

门峡因此有了“天鹅之城”的美誉。

从以重工业为支柱产业的城市，到

成为天鹅栖居的生态家园，离不开当地

为黄河湿地生态修复作出的不懈努力。

11月9日，记者跟随2019“走进黄

河”采访团来到三门峡天鹅湖国家城市

湿地公园，虽然还只是11月上旬，但此

时的天鹅湖已经迎来首批越冬的白天

鹅，它们风度翩翩、身姿优雅，时而交颈

摩挲，时而引吭高歌，湖边的游客、拍客

们热情高涨，纷纷用手机、相机记录下

“舞姿”优美的白天鹅。

韩铁艳是公园的讲解员，在此工作

了十年，见证了这里从只有50多只白天

鹅，到如今有上万只白天鹅飞来栖息。

这十年，黄河湿地生态改善有目共睹。

公园规划面积12000余亩，陆地面

积6150亩，水面、滩涂面积6000余亩，

其中包括青龙湖、天鹅湖在内的双龙湖

景区，水域面积就达1800亩。三门峡市

林业局局长骆雪峰介绍，黄河湿地保护

区三门峡段是全省占线最长、面积最大、

类型多样的重要湿地，是三门峡市生态

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保护任务极

其繁重。近年来，三门峡市强力推进黄

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门峡段生态

保护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骆雪峰说，三门峡市把黄河湿地三

门峡段矿山生态环境治理作为重要任务

去攻克，同时大力整顿黄河河道清理。

基础打好了，他们还不断强化管护措施，

增加管护白天鹅的专业人员，建立健全

白天鹅管护责任制、日常巡护制、定期补

食制，全面做好救护和补食工作，定期观

测白天鹅变化情况。一系列措施下，来

三门峡过冬的白天鹅数量也在稳定增

加。

“三门峡是国内第一个被命名的‘大

天鹅之乡’，从全国大天鹅的数量来说，

三门峡的越冬白天鹅数占全国的2/3以

上，而湿地公园占了三门峡越冬白天鹅

的2/3以上。”韩铁燕说。

清水黄河，生态湿地，如今的天鹅湖

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生物多样、植被覆盖

率高、湿地景观独特，各种鸟类达205

种，成为鸟类的乐园。

“这里的黄河湿地环境优美，大家有

目共睹，成群结队的白天鹅也愿意飞来

越冬，今年是我来三门峡拍摄白天鹅的

第4年，年年都有新变化。”来自山东的

摄影爱好者黄国安说。

开封是个离黄河很近的城市，而且

是唯一一个低于黄河河床的城市，这就

使得开封多次尝受黄河水的肆虐。开封

地下深埋着历次被黄河水患淹没的六座

城池，黄河则因为泥沙淤积不断抬高，形

成了高于开封的“悬河”。

一层泥沙一段历史

据《开封府志》和《祥符县志》记载，

从金明昌五年（1194年）到清光绪十三

年（1887年）的近700年间，黄河在开封

附近泛滥决口达54次，有2次对开封城

造成了灭顶之灾（1642年、1841年）。每

一次洪水泛滥带来的泥沙都成为埋没一

座城市的凶手，但每次埋没后，都会有新

都城的重新建立。

11月9日，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副研究员葛奇峰介绍说：“顺天门遗址是

东京城诸多城门中保存最好的一座城

门，也是东京城的西大门。顺天门遗址

中发掘出的地层的特征也是对开封城摞

城的诠释。”

走进顺天门遗址博物馆，在遗址坑

内可以看到地层堆积有明显的几个典型

特征，一是上层有厚厚的沙土堆积，该区

域的地表下，沙土堆积厚达四五米；二是

下层文化层堆积埋藏深，且序列完整。

葛奇峰介绍，清代文化层在4米至5米

处，宋代文化层在8米至9米处，这些文

化层时代序列完整，清、明、元、金、宋、五

代自上而下、层次界限清晰，而且在遗址

发掘中，道路的叠压、城门的叠压等这些

细节，都印证了城摞城的真实存在。

通过顺天门遗址博物馆的地层剖

面，清楚地揭示了开封历代发展演变的

历史原貌，清晰地展示了12世纪之后这

座古都城遭受的特大洪水的真实记录，

逼真地揭露了开封古代历史的感人细

节，让人得以通过遗址能真切地触摸到

历史的温度和质感。

引黄河水建市民乐园

位于开封新区和老城区之间的西湖

生态风景区，曾经是开封市备用泄洪通

道。为利用这一水利、土地资源，2009

年开封市政府以黑岗口调蓄水库立项，

引来黄河水，建成近万亩的开封西湖风

景区。西湖景区层峦叠翠、绿树成荫，园

林绿化面积约105万平方米，也是开封

唯一一个免费对公众开放的景区。

开封西湖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

永说：“西湖景区不收门票，不设围墙，为

市民提供了休闲放松的好去处，可以说

是黄河水造福了开封市民。”

据张永介绍，去年开封西湖景区游

客量达两百万人次以上。

从古至今，开封城与黄河就有着撇

不开的关系。曾经，黄河的“喜怒”决定

着这座古城的存亡，如今，开封人民正以

昂扬奋进的精神状态，描绘着黄河生态

治理的新画卷。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主持召开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
谈会时强调，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以水而定、量水而行，因地
制宜、分类施策，上下游、干支流、左
右岸统筹谋划，共同抓好大保护，协
同推进大治理，着力加强生态保护
治理、保障黄河长治久安、促进全流
域高质量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生活、
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让黄河成
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和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11
月8日至12日，我省组织多家媒体
的数十名记者，分赴郑州、开封、洛
阳、新乡、焦作、濮阳、三门峡等地采
访，走进黄河、融入黄河，用“脚力、眼
力、脑力、笔力”去感受黄河变化。本
报即日起推出“走进黄河”系列报道，
用真心、用温情讲述黄河故事，记录
黄河沿岸近年来发生的巨变。

天鹅湖上的生态童话开栏的话

□本报记者焦莫寒

用好黄河水 拥抱生态美□本报记者李政

他走了，临走前，他通过工作微信群

布置了近期的重点工作；

他走了，临走前他给家里打了一个电

话，答应妻子回去为她补过生日；

他走了，那天是寒衣节，他朝着家乡

的方向给去世不久的老娘磕了此生最后

三个响头；

他走了，生命永远停留在了研究如何

尽快完成在京执行任务的会场上……

10月28日23时40分，正在北京执

行任务、年仅45岁的正阳县公安局党委

委员、副局长王维平，带着对党的忠诚、工

作的不舍、故土的眷恋和对家人的歉疚牺

牲在工作岗位上。

闻听噩耗，国务委员、公安部党委书

记、部长赵克志，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常务

副部长王小洪，公安部党委委员、政治部

主任刘钊，河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黄

强，河南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

长舒庆等分别作出批示，对王维平同志因

公牺牲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家属表示深

切慰问，要求做好安抚等善后工作。

英魂回归，慎水呜咽，公安部、省公安

厅在分别发来唁电的同时，派人亲往英雄

家中慰问吊唁，全县3000多名干部群众

自发为他送别。

王维平牺牲后，正阳县委追认他为

“优秀共产党员”，正阳县委、驻马店市公

安局、驻马店市委政法委也先后发出号

召，分别在全县及系统内开展向王维平学

习的活动。

江国故里，慎水河畔，田间地头，街头

巷尾，人们纷纷讲述、争相传颂着王维平

的一个个平凡故事。

干工作他是“能人”

正阳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教导员叶亚

民，从警校实习期间就跟着王维平，20年

的风风雨雨，他亲眼见证了王维平工作中

的执着和智慧。说起工作上的领导，生活

中的师傅、战友和兄长生前的点滴，这位

刑警硬汉几度哽咽。

1998年，正阳县坊间流传的“赤脚大

仙”系列建筑工地抢劫、强奸杀人案，让整

个县城蒙上了恐惧的阴影。

由于当时技侦手段有限，时任刑警中

队副中队长的王维平为了尽早破案，白天

和大家一起走访群众分析案情，晚上带着

实习期间的叶亚民和一名刑警到县城各

个工地巡逻蹲守。

“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几乎没咋

睡过囫囵觉，都不知道咋熬过来的。”叶亚

民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天晚上，他们徒

步巡逻至正阳县城南环路时，发现一名男

子鬼鬼祟祟地在一处建筑工地周围来回

转悠，该男子四下打量之后，脱下鞋子，光

脚进入工地。王维平迅速下达了“悄然靠

近、快速抓捕、注意自身安全”的抓捕命

令，并依仗提前掌握的熟悉地形，将犯罪

嫌疑人逼至一个死胡同将其抓获。通过

此案，又带动破获其他案件30余起。

正阳县有一起命案一直拖了18年未

果，2011年10月，正值全国公安机关网

上追逃“清网行动”的最后攻坚时期，王维

平主动接手此案。

通过摸排，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

族自治州一带发现了该案嫌疑人祝某的

活动线索。王维平即刻带上专案组民警

赶往瑞丽市，在中缅边境一街角处，成功

将祝某抓获。

祝某是涉及两条人命的犯罪嫌疑

人，性格暴躁，为防止意外，王维平将祝

某双手用手铐控制后，又拿出事先在日

杂店买的铁链，将祝某的双脚固定在车

内的铁杆上，10月16日晚，经过3000多

公里的辗转奔波，祝某被顺利押解回正

阳。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王维平

作为分管治安工作的局领导，确立了以查

人员劣迹为突破口，以打团伙带破案件的

思路，从治安案件入手，深挖黑恶势力，亲

自收集逃犯线索，与民警连续21天转战

六省行程5000多公里，累计抓获犯罪嫌

疑人50余人，打掉犯罪团伙14个。

从警 24 年来，王维平带领或参与

侦破各类刑事案件 1800余起，抓获犯

罪嫌疑人700余人，打掉各类犯罪团伙

80 余个，抓获各类网上逃犯 150 余

人。▶下转第二版

11月8日，在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阳店镇柿子园村的凤凰峪苹果基地，果农

在釆摘苹果。该基地已流转土地1300余亩，栽植矮砧苹果树500余亩、文冠果树700余

亩，果园内全部实现肥水一体化管理，基地带动了当地群众通过特色种植增加收入。

本报记者杨远高通讯员彭红勇摄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王艳

本报讯（记者赵川）11月12日，记

者从全国冬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电视

电话会议上获悉，我省将实施新一轮高

标准农田建设规划，持续改善农田基础

设施条件，到2025年建设高标准农田总

面积达到8000万亩。

据悉，我省于 2012 年提出打造

6000万亩高标准农田，今年4月提出再

新建高标准农田2000万亩、提升2000

万亩，到 2025 年总面积达到 8000 万

亩。在项目安排上，按照“远离城市郊

区、远离工业集聚区、远离村镇建设规

划”进行布局，全力打造全国重要的粮

食生产核心区。

我省将强化财政投入，明确省、

市、县三级6∶2∶2的资金分担比例，与

国开行、农发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为

市县使用政策性贷款提供政策支

持。同时，引进社会资本，采取总承

包的方式吸引其投入高标准农田建

设；整合部门资金，将有关涉农资金

集中投入高标准农田建设，发挥资金

聚合效应。

今年，国家分配我省590万亩高标

准农田建设任务后，全省上下迅速理顺

体制机制，率先分解建设任务，及时完

成项目批复，足额落实配套资金，目前

已全面掀起工程建设高潮。

本报讯（记者李躬亿）11月12日，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河南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已

基本完成，全省改革任务计划于明年10

月完成。

据了解，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是继农村土地“三权分置”重大制度创

新之后，中央部署的又一项管长远、管

全局的重大改革，旨在通过改革，构建

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

格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建立符合市场

经济要求的农村集体经济运行新机制。

2015年自中央启动改革以来，我省

先后有济源市、获嘉县、濮阳市华龙区、

新县等18个市、县承担国家试点任务，

每个省辖市还有1个县承担省级试点任

务，目前试点任务已完成，为全省面上

工作探索了路子、提供了经验。

发布会上，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薛

玉森介绍了全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情况。我省于2015年开始先行试

点，2018年开展集体资产清产核资，

2019年5月我省获批国家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整省试点，目前稳步实施，

进行顺利。截至今年5月底，清产核资

工作已基本完成并通过省级验收。截

至9月底，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

股份合作制改革、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成

立完成比例，分别达到61.7%、47.2%、

47.8%；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

村（居）30373个，占比47.8%，全省改革

任务计划于明年10月完成。

我省集中资金打造“粮食生产核心区”

2025年建成高标准农田8000万亩

明年10月我省基本完成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本报讯（记者董豪杰）11月12日，

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暨“四水同治”推

进会在开封市举行。会议贯彻落实全

国冬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电视电话会

议精神，安排部署今冬明春高标准农田

建设和“四水同治”工作。

副省长武国定出席会议并讲话。

据悉，截至目前，我省已建设高标准农

田6163万亩，增加粮食产能92亿公斤；

今年国家安排我省建设高标准农田590

万亩，总投资88.5亿元。今年以来，全

省各地共谋划“四水同治”项目682个，

计划投资720.6亿元，目前已完成投资

427.4亿元，是前三年同期平均值的1.6

倍；十大水利工程已开工6项，完成投资

22.7亿元，占年度计划86.4%，“四水同

治”实现良好开局。

武国定指出，建设高标准农田、实

施“四水同治”，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行动，是构建现

代水网体系的有效抓手，是提高粮食

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途径。各级各部

门要抓住当前农田水利建设的有利时

机，加大资金投入，加快项目进度，强

化质量管理，凝聚工作合力，迅速掀起

项目建设高潮，确保按时保质完成任

务。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到永城市、开

封市进行了实地观摩；会上，洛阳、平顶

山、濮阳、光山等地作了典型发言。

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暨
“四水同治”推进会召开

标题新闻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在第二批“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认真学习贯彻党的
十 九 届 四 中 全 会 精 神 的 通 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