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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黄红立通讯员郭建立

过去是“十年九旱”的地方，如今成了

“四水同治”的福地。12月4日，2020年

全省“四水同治”工作推进会在洛阳召开，

会前，与会人员观摩了新安县沿黄生态屏

障打造、水资源优化配置、河道综合治理

等项目，新安县“四水同治”的成效令与会

者赞叹不已。

那么新安是怎么样在干旱之地掘出

“源头活水”，把荒山秃岭打造成了“梦里

水乡”？近日，记者走进新安县，切身感受

标本兼治、综合施策，持续推进“四水同

治”所带来的喜人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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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三四，大步向前……”清晨的

河岸，寒意袭人，但新安县城关镇安乐村

村边河堤的“乐道”上每天清晨都有城区

的“晨练大军”经过，不少村民也加入其

中，乐滋滋地享受着健身的快乐。

涧河新安段全长42公里，由于穿城

而过，涧河曾经河水浑浊，河岸坑洼不平、

垃圾堆积，人人唯恐避之不及。

2018年，新安县开始实施涧河治理

工程。依照“浅水阔面原生态”的原则，该

县总投资18亿元，充分利用现状河道的

形态、地形和水文，恢复河道自然水生态

环境，自西向东，对涧河按照6公里水源

涵养段、18公里城市风光段、18公里郊野

旅游段进行分段治理。

安乐村即位于郊野旅游段上，正是受

益涧河治理，健身逐渐成为安乐村新风

尚。该段以景观平台、漫游步道、绿化游

园和休闲驿站等为重点，共完成乐道建设

78公里，栽植乔木7.1万余棵，绿化193

万平方米，景观游园5处。目前，基本治

理任务已完工，服务配套设施建设，预计

年底全部完工。

涧河的变迁，是新安县“四水同治”成

效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该县积极践行

“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

力”新时代治水方针，认真落实省委、省政

府关于“四水同治”的重大决策部署和洛

阳市“四河五渠”综合治理的工作部署，扎

实推进转型发展、高质量发展。

“实施‘四水同治’是建设生态文明不

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只有彻底解决了水

的问题，产业转型提升、经济社会发展和

文明新安建设才有‘源头活水’！”新安县

县长王智说。

如今，行走在涧河两岸，无论是水源

涵养段、城市风光段和郊野旅游段，星罗

棋布的城市游园和“开窗见绿、出门进园”

的园林景观越来越多，新安市民的归属

感、获得感和幸福感大幅提升。随着治理

成效的显现，涧河新安段如一幅“水清、岸

绿、路畅、景美、惠民”的富山春居图，实现

了“一河清水送洛城，一道绿色通洛城”生

态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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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日上午，2020年洛阳市冬季

义务植树活动在新安县正村镇沿黄绿化

工程现场举行，该县11个镇各自选择植

树点开展活动，新安大地掀起了轰轰烈烈

的国土绿化热潮。当天植树现场共栽植

油松、白皮松、雪松、大叶女贞、蜀桧、银

杏、红花槐、国槐等3万余棵。

据该县林业部门负责人介绍，今冬明

春，该县计划完成造林面积5.5万亩，其

中工程造林2.1万亩，飞播造林1.5万亩，

村庄绿化4000亩，廊道绿化4000亩，森

林乡村绿化6000亩，植被恢复6000亩。

新安县为沿黄县域，黄河新安段主

河道总长38.7公里。由于地处豫西丘陵

浅山区，水土保持是“四水同治”的重要

内容。该县全面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着力打造独具特色

的沿黄生态长廊。去年以来，新安在沿

黄流域综合治理水土流失面积52平方公

里。

近年来，该县大力实施黄河小流域综

合治理水土保持工程，累计投资8亿元，

先后建设了大河田园、畛河生态谷、黄河

神仙湾等水土保持工程，完成水土流失治

理面积630平方公里，极大改善了治理区

的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条件，打造了具有

地区特色的沟域经济。

黄河神仙湾景区位于该县石井镇东

南部，紧邻黄河小浪底库区，是一个集特

色水果采摘、生态观光体验、户外游乐、科

普教育等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度假区。

去年“五一”开园以来，已成为当地研学旅

行和游玩的网红地。

可在几年前，这里满山荒坡、水土流

失严重。“四水同治”开展以来，新安县水

利局加大水土流失治理。随着荒坡改梯

田、水保林、经果林等项目的实施，黄河神

仙湾生态环境得到极大改善。目前，已完

成坡改梯田、水保林、经果林2800余亩，

2000亩的农业产业休闲体验区及其配套

工程也已完工，实现了生态保护、脱贫攻

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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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新安县青要山水库的大坝上，四

面群山连绵，俯瞰波光潋滟，蓝天上的朵

朵白云映入水面，宛如盛开的莲花，几只

野鸭子在水面嬉戏，荡起层层涟漪，让人

感觉时令不是冬季而是盛夏。

青要山水库位于青要山镇前河村，总

库容960万立方米，是一座以防洪、灌溉、

供水为主兼顾生态和旅游的小型水库，主

要用于引畛济涧补水、灌溉用水、生活用

水和下放生态基流。随着6月1日下闸

蓄水运营，青要山水库将有效缓解新安县

缺水的局面。

尽管除黄河外，新安境内还分布着涧

河、畛河等5条主要河流，但特殊的地理

位置和气候特征，导致水资源分布不均、

极度匮乏，“十年九旱”曾是该县最突出的

气候特征。1990年8月到1992年6月，

该县曾连续22个月没有下过一场透雨。

如何提升水资源配置能力，破解发

展瓶颈？新安的秘诀就是：引来境外水、

留住天上水、补充地下水、洁净地表水。

在“四水同治”中，该县以沿黄生态保护

治理为引领，协同推进涧河、畛河等“五

河同治”，强力实施总投资 42 亿元的

“45699”生态涵养综合利用工程。目

前，总投资 18亿元的涧河生态治理完

工，总投资5.62亿元的引畛济涧工程通

水，总投资2.68亿元的青要山水库蓄水，

引故入新、三河水利枢纽、污水处理厂中

水循环利用等工程稳步推进，提高了水资

源配置效率，解决了生活用水、生产用水、

生态补水等问题，改善了县域内水生态环

境。

每年3月至11月份，黄河神仙湾旅

游度假区内，白鹭翩翩，吸引了众多游客

和摄影爱好者拍照。2017年以前，白鹭

只是古诗词中的意象，而今却成为新安常

客。它们美丽的身影，也为新安“脱胎换

骨”的生态提供了强有力的注解。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四水同治”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充足

的水源，推动了文旅融合，提升了城市品

位。今年以来，该县获得了全国文明城

市、全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示范县、中国工

业百强县、全省首批县域治理“三起来”示

范县和省级森林城市等含金量十足的荣

誉称号。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

基。”该县县委书记宗国明表示，下一步，

新安将抢抓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战略机遇，强力推进‘四水同治’各项

工作，系统解决全县水资源、水生态、水环

境、水灾害问题，努力实现水利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谱写新时代中原更

加出彩的洛阳绚丽篇章中勇于担当、贡献

力量！

本报讯 (记者李燕 通讯员张增
峰黄少华)“想不到老了老了又找一份

能挣钱的工作，一个月千把块钱，足够

俺日常花费。”12月8日，在民权县龙

塘镇邢庄村君盟艾尚扶贫车间，69岁

白发老人袁叶玲坐在艾条打装机上一

边忙着打艾条，一边高兴地向记者说

着她再就业的喜悦。

去年的一天，村支书马俊平告诉

她村里扶贫车间在招工，不太局限年

龄，只要手头快照样挣高工资。她兴

奋得一夜没睡着。开始招工时，领导

见她满头白发，有点儿顾虑，没想到头

一天一试活，她比年轻女孩干活还麻

利。

“公司在招工时，都会降低条件招

收一些像袁叶玲这样的中老年人，能

吃苦耐劳，工作效率不亚于年轻人。

照她这干活速度，一月工资不会低于

2000元。”扶贫车间经理王向阳很欣

赏袁叶玲的工作能力。

在龙塘鹏远家庭农场蔬菜大棚

里，75岁的王银邦大爷，正在小心翼翼

地把新鲜的上海青放进保暖泡沫箱

里，又搬到即将发往郑州大超市的汽

车上。“俺和老伴在菜棚里干两年多

了，摘菜这活比种地轻松，每天工资不

低于70块钱，多的领过上百块钱。光

在这大棚里俺就领了好几万元，比种

地强。现在吃穿不再花儿子的钱。”王

大爷说起再就业得意扬扬。

走进种田大户张传梅50亩香菜

田里，来自该镇土地大流转试点村吴

堂村的三十几个中老年人，正说说笑

笑地收割香菜。在秤台旁，会计高声

吆喝着：“朱清风又割了262斤，今天

超过70元啦！”“今天来时我跟老伴打

赌了，能挣100块钱就回去给他和孙

子捎10个烧饼夹牛肉……”70岁的

朱大娘扯着嗓子说 ，惹来一片欢声笑

语。

“在从前，像俺这些人都成了儿女

们的累赘。如今每天还能挣个七八十

块钱，加上养老金，真是吃不愁，穿不

愁，银行里还有存款，这都是国家的政

策好。”80岁的脱贫户陈振高说。

“近几年来，镇里在推行‘土地流

转+增产增收+助力脱贫’的同时，更

注重农村空闲劳动力的合理再就业，

鼓励镇内每个扶贫车间、工厂、土地

流转承包大户，拓宽土地流转村民就

业空间。尤其关心有劳动能力的中

老年人再就业，助力中老年人脱贫增

收，提升他们的生活水平。每年镇里

都有上千名中老年人再就业，掀起劳

动致富热潮。”该镇党委书记张一鸣

说。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耕地是我

国最为宝贵的资源，要实行最严格的

耕地保护制度。12月8日，河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一

批耕地保护典型行政案例。河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王韶华出

席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全省法院涉及耕

地保护行政案件审理情况，并对7个

耕地保护典型行政案例作了介绍、说

明。

对于当前农村乱占耕地建房等各

类土地违法行为，河南法院严厉打击

乱占耕地犯罪行为，坚决支持行政机

关依法查处乱占耕地违法行为，大力

提升非诉执行案件执行力度，为农村

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工作提供有力

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王韶华介绍，在涉及违法占用耕

地的各类案件中，行政诉讼和非诉执

行案件所占比例最高，行政诉讼又以

行政处罚类案件为主，对涉及乱占耕

地建房的各类案件，要快审快结，建立

清单，及时督办，要对行政机关合法的

处罚和非诉执行案件坚决予以支持，

确保整治工作稳步推进，取得扎实成

效。

河南法院本次发布的7起耕地保

护典型行政案例中，包括行政处罚、行

政登记、行政赔偿、行政事实行为及行

政非诉执行等多种类型案件，聚焦乱

占耕地案件中的普遍性问题，通过发

挥典型案件的警示示范作用，以案释

法，提高干部群众对耕地保护的认识，

实现推进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

工作，维护自然资源利用和管理的良

好秩序，落实耕地保护基本国策的积

极作用。

“加强耕地保护是重大政治责任和

历史责任，我们必须提高政治站位，扛

牢国家粮食安全重任，守住耕地保护红

线，强化做好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

治工作的责任担当。”王韶华说。

本报讯（记者李躬亿）12月8日，河南省高速

公路“13445工程”首批9个项目合作企业签约仪

式在省交通运输厅举行。

河南高速公路“13445工程”是省委省政府站

位全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即到2025年年底，

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0000公里以上，新增

通车里程3000公里以上，完成投资4000亿元以

上，力争通车里程居全国第4位、路网密度居全国

第5位。

本次集中签约共涉及安罗高速原阳至郑州

段、安罗高速豫冀界至原阳段、安罗高速罗山至豫

鄂界段等9个项目，建设里程521公里，投资规模

789亿元，是河南省交通发展集团牵头的高速公路

“13445工程”第一批切块项目。

根据省委省政府及省交通运输厅的统一安

排，本轮计划新开工项目采用“BOT”（建设一运营

一移交）或“BOT+EPC”（建设一运营一移交+设

计施工总承包）模式，按照“依法合规、公平公正、

广泛竞争、择优合作”原则，通过公开招标选择投

资联合体合作企业，这是交通投融资建设模式的

一次重大创新，在河南高速公路建设发展历史上

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本报讯 （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高
化楠孙勇）12月8日，郑州海关所属济

源海关正式揭牌开办运行。

根据中央编办批复的海关总署机

构改革方案，郑州海关设立正处级的

济源海关，作为国家进出境监督管理

机关，按授权负责济源市区域范围内

海关各类管理工作的执行。

近年来，济源示范区对外开放取

得显著成效。今年前10个月，实现进

出 口 总 值 163.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6.7%，进出口总值及增速均稳居全省

第二位。济源海关的设立，将为济源

开放型经济发展营造更加安全、高效、

便捷的环境，提供更加便利高效的通

关服务，助力优秀企业“引进来”，扶持

本土企业“走出去”，辖区企业可直接

在当地办理进出口货物通关、减免税

审核、加工贸易审批、原产地签证等业

务，将有力服务济源经济步入开放发

展的快车道。

据济源海关关长田艳萍介绍，济

源海关将积极助力济源市融入郑洛

新自主创新示范区和洛阳副中心城

市建设，积极支持本地传统优势产业

发展，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济源高质量

发展。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乔新
强)12月7日，在鲁山县城南新区望城

岗村一户农家屋内的茶几上，苹果、香

蕉、橘子摆满了一大盘，今年76岁的王

黑立接过一个中年男子为他削过皮的

苹果，满脸幸福地吃了起来。“家里水

果、饼干啥的就没有断过。孩子也很

孝顺，抽空带我去洗澡、理发，我很知

足。”王黑立开心地说道。

走出大院，城南新区扶贫办主任

温小琴悄悄地介绍说，这个中年男子

不是王黑立的亲儿子，而是他的一个

远房侄子，也是城南新区不遗余力为

他寻找到的赡养人。原来，城南新区

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辖区内公园、绿

地随处可见，环境不错，因此很多单身

贫困老人不愿成为五保户进入敬老

院，而是选择自己独立生活，王黑立也

是其中一个。

王黑立原先身体还算硬朗，但

2017年他突发脑梗多次住院治疗后，

身体大不如以前，需要有人在身边照

顾，但固执的王黑立不愿进敬老院安

度晚年，这也成了他的帮扶人温小琴

的一块心病。

温小琴经过深入走访，了解到王

黑立有3个远房侄子：一个住在平顶山

市区，一个住在离望城岗村较远的一

处小区高层，一个在望城岗村的农家

小院居住。但老人担心“久病床前无

孝子”，因此迟迟下不了让哪个侄子赡

养的决心。

温小琴了解到老人的心思后，就

不厌其烦地给老人做思想工作，又找

到老人的3个侄子协商赡养老人事宜，

日前终于让他们之间达成了赡养协

议：老人平时由村里这个侄子负责照

顾吃喝拉撒、理发洗澡看病等，如果老

人晚年真的行动不便，其他两个侄子

也会前来照看；老人有权自主处理自

己的遗产等。

“近来我去走访王黑立老人，他很

满意现在的生活。我今后也会和村

‘两委’一道，持续关注王黑立的晚年

生活，让他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温小

琴说道。

据悉，目前在城南新区，共有13名

像王黑立这样的单身贫困老人，通过

城南新区工作人员和村干部的协调，

已寻找到了合适的近亲属或远房亲属

作为赡养人。城南新区工作人员还表

示：要和这些老人结成“亲戚”，经常去

看望他们，随时关注他们的生活状况，

真正让他们乐享晚年。

民权县龙塘镇拓宽土地流转村民就业空间

唱响中老年人再就业幸福歌

济源海关正式揭牌运行
进出口总值居全省第二位

省高院发布7个耕地保护典型案例

“零容忍”违法占用耕地行为

我省“13445工程”首批9个项目签约

鲁山县城南新区关注贫困户晚年生活

为单身老人寻找赡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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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 旱塬之地掘出“源头活水”

青要山水库 张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