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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2！

因为中线的南水北调，这组数字，在

淅川县乃至中国的水利史上被赋予了特

别的意义。

从淅川丹江口水库南水北调陶岔渠

首到北京颐和园的团城湖，总干渠的长

度是1276公里；从河北分水到天津的干

渠长度为156公里，总长度1432公里！

2014年12月12日14时32分，注

意是14：32，随着丹江口水库陶岔渠首

闸缓缓开启，清澈的丹江水奔流北上，半

个月后的12月27日，第一掬丹江水到

了北京。

2021年 5月 12日，南水北调已经

2350天，陶岔渠首闸没有关闭过1分钟。

共产党就是能够办大事！

每年5月，都是丹江口水库放水腾

库容迎接汛期的时间，但库区的人觉得

近些天水位不降反升。

5月9日晚，淅川县盛湾镇南水北调

移民博物馆的王建基给大坝管理处的老

熟人打了一个电话，朋友给他说：感觉没

错，当日下午6时的水位线是161.12米，

比前几天高了一点点。

161.12米指的是丹江口水库水面的

海拔高度，淅川人对类似的相关数字十

分敏感。

“现在大坝的高程是海拔176.6米，

最高水位线是 170米，库区搬迁线是

172米，从170米到172米，这2米是风

浪区！”1958年生的梁占佩已经从淅川

县移民局副局长的位置上退休3年，他

现在是南水北调干部培训学院的副院

长，是淅川县的“活地图”“活字典”，还是

个性格开朗的“活宝”。

梁占佩出生当年的9月1日，河南、

湖北的10万大军开工修建丹江口水库，

124米、145米、147米、150米到如今的

172米，大坝增高、库容增大，创造了中

国水利史上的人间奇迹！

水利工程的核心作用：兴利除弊！

秦岭南坡丰沛的降水使汉江成了长

江来水量最大的支流，汉江的支流丹江

的径流量则超乎寻常的“忽大忽小”，“忽

大”的年景，往往酝酿成洪涝灾害。

丹江口水库就像一个止水阀，截洪

后，十堰、襄阳、荆门，乃至武汉以下长江

沿岸的城市，因为“172米”能抗百年一

遇的洪水，才有了无限安澜。

治水兴邦、调水为民！

湖北、河南、河北、北京、天津，长江

流域、淮河流域、黄河流域、海河流域，点

滴之水跨地区、跨流域除害而兴利，彰显

了党和政府的使命担当。

坐井只能看到巴掌大的天，九霄之

上才能俯瞰。

梁占佩说梁占佩说：：我真体会到了我真体会到了，，共产党真共产党真

能办大事能办大事，，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办成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办成

这样利国利民的大好事这样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喝令三山五岭开道

““天上没有玉皇天上没有玉皇，，水中没有龙王水中没有龙王；；我我

就是玉皇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喝令三山五岭

开道开道，，我来了我来了！”！”这是风靡这是风靡2020世纪世纪5050年年

代的一首农民诗代的一首农民诗。。

无论历史多么奇巧无论历史多么奇巧、、时光多么无情时光多么无情，，

都无法泯灭这首诗的大气磅礴，其中中

华民族永不服输的精神内核，一直激励

人们经略江河。

5月11日8时，每秒有351.29立方

米的水通过陶岔渠首引水闸涌入南水北

调干渠。淅川县移民局局长李明说：本

调水年度累计入渠水量是38.77亿立方

米；自2014年12月12日开闸调水，至

当日累计入渠总量为379.46亿立方米。

丹江水就这样在自流向北，过长江

流域和淮河流域分水岭，经黄淮海平原，

穿越黄河，沿太行山东簏山前平原继续

北行进入低山丘陵区，然后进京入津；复

杂的地形、崎岖的水路，工程难度非常人

可以想象；没有额头跑马的驾驭、统筹能

力，没有开拓创新的勇气，没有社会主义

制度保障，没有人民的支持与牺牲，怕就

没有这项浩大的工程。

自从盘古开天地，雨都是天上的云

做的；只有今天，北方的水变成了人调来

的！

中国缺水，中国北方尤其缺水，

379.46亿立方米水是个什么概念呢？

中国人平均每人每天消耗水大约

200升，1立方米水够一人消耗5天，一

人一年约70立方米水；如果累计调出的

379.46亿立方米水都用于人，算一算，够

5亿多人用一年多人用一年。。

当然当然，，需要用水的不仅仅是人需要用水的不仅仅是人。。

南水北调中线干渠建成了一条生态南水北调中线干渠建成了一条生态

廊道廊道；；河南的灌溉用水足了河南的灌溉用水足了，，支持了国家支持了国家

粮食核心产区的粮生产粮食核心产区的粮生产；；白洋淀补足了白洋淀补足了

水水，，再现了历史上的湖光山色再现了历史上的湖光山色；；北京的地北京的地

下水位上升了下水位上升了；；密云水库的水位也高了密云水库的水位也高了！！

梁占佩说梁占佩说：：除了直接的经济收益外除了直接的经济收益外，，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获得的生态收益和社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获得的生态收益和社

会效益真不好算出来会效益真不好算出来；；要是真算出来了要是真算出来了，，

肯定是个意想不到的天文数字肯定是个意想不到的天文数字！！

丹江水披星戴月北去丹江水披星戴月北去，，人间天河映人间天河映

照着云间天河。

非自愿移民的世界奇迹

几十年来，丹江口水库大坝从出生

至今四次长高，一望无际的水面之后，是

淅川移民的无私奉献。

理论上来说，丹江口水库水位每上

升一米，就要淹没淅川县1万亩土地、动

迁1万名群众。

2009年8月，淅川县试点搬迁出了

第一批移民1.1万人；2011年8月25日，

出县移民搬迁完成；加之随后的县内移

民安置，淅川县本次大移民16.6万人，出

县安置移民14.65万人，县内安置移民

1.95万人。

“历史上移民青海、新疆、湖北，让淅

川人积攒了很多心痛，唯有新时期的这次

移民，让淅川人从心痛到心安、从心安到

心欢！”梁占佩说：联合国移民专家给出的

评价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解决了政府行

为非自愿移民搬迁的世界性难题。

靠什么？人民至上！

5月9日母亲节。盛湾镇胡营村刘

家沟村民组的刘文学、屈彩芬夫妇把屈

彩芬的父母请到家里：“俺姊妹们一家移

民到了唐河、三家后靠了，都是移民，我

看小视频里说5月9日是母亲节，就做了

一桌子菜把父母请过来吃饭了一桌子菜把父母请过来吃饭了！”！”

屈彩芬说屈彩芬说：：她家原来在她家原来在172172米处米处，，最最

早也说要迁到外县的早也说要迁到外县的，，后来因符合搬迁后来因符合搬迁

的户数不多的户数不多，，就在本村安置了就在本村安置了。。

屈彩芬屈彩芬家原来有家原来有100100平方米住房平方米住房，，新新

盖的房子共盖的房子共140140平方米平方米，，水水、、电电、、路路、、宽带网宽带网

络络、、标准化厕所标准化厕所，，生产生活条件都有提高生产生活条件都有提高。。

刘文学摸摸自己的后脑勺说刘文学摸摸自己的后脑勺说：：我这房我这房

子在海拔子在海拔200200米处米处，，这辈子不用搬迁了这辈子不用搬迁了！！

李明的脑海里一直有一个名字李明的脑海里一直有一个名字——

““孟兴辉孟兴辉”：”：他出生不到他出生不到2424小时就移民到小时就移民到

了了1000多里外的辉县市常村镇，移民卡

上的名字是家长当时起的！现在这个小

孩应该上小学三年级了吧！

梁占佩说：这次移民虽然是政府行

为，但群众参与度极高。

安置点确定有移民代表参与意见，

房子户型群众定，特殊身份有解决方案，

国家还有人均24平方米住房的兜底机

制等；总之，这次移民很彻底、无隐患、无

后遗症。

梁占佩介绍说，这次淅川移民分布

在河南6个地市、108个乡镇，共建了

208个安置点。河南共有39个厅局对口

帮扶移民安置，支持资金50多亿元，其

中20.9亿元直接用于安置移民。

勠力同心，自然攻坚克难。

问渠哪得清如许

作为亚洲最大的人工淡水湖，丹江

口水库流域面积1000多平方公里；北京

的一杯水来自一渠水，一渠清水来自一

库清水，保证一库水常清，陕西、湖北、河

南都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淅川县有污染的380家企业关停

了；5万个养鱼的网箱撤了；水边的渔庄

拆了；流域内的养殖场扒了；连种庄稼都

不敢多用化肥、农药了！

垃圾处理厂建起来了，农家的厕所全

部改造了，水质监测站建起来了，河长挂牌

上岗了，专业护水队开始巡逻了，石漠化的

荒山绿化了，20多处人工湿地形成了！

一反一正，前者既要补偿又不能挣

钱了，后者又要多花钱！

淅川县盛湾镇政府一干部说：当时

别说群众想不通了，有时候当干部的也

想不通啊！

淅川的多方面牺牲造就了一库清

水，天不负人，短短的几年时间，大自然

的力量凸显，一个生态淅川就婀娜多姿

地站在了世人面前！

保护水源是淅川人的国家使命，但

淅川依旧要脱贫致富、全面振兴，于是有

了生态经济。如今，“水源”“林海”“果

乡”“药库”“胜地”等都已经成了淅川县

的特色生态品牌，全县已经建成了旅游

重点乡镇10个、旅游重点村36个、乡村

旅游产业园40个、农家乐和特色民宿

500多家。

历史上那些在河边淘米的淅川姑

娘，当下是老板、是导游、是厨娘、是视频

带货的网红达人！

淅川的河清了、山绿了、鸟多了、空

气中的负氧离子丰富了，石榴更红、柑橘

更甜、樱桃更大、核桃更香，它们聚合在

“淅有山川”的农产品区域品牌下，走出

河南、走向世界！

刘文学说：真是生态好了，过去天气

预报报了下雨下不来预报报了下雨下不来，，现在一报有雨现在一报有雨，，哗哗

哗雨就下来了哗雨就下来了！！

淅川县委书记卢捍卫说淅川县委书记卢捍卫说：：习近平总习近平总

书记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的绿色发

展理念展理念，，为南水北调中线渠首淅川指出了为南水北调中线渠首淅川指出了

一条可行之路一条可行之路，，这几年这几年，，我们坚持生态优我们坚持生态优

先先、、绿色发展绿色发展，，形成了水质保护形成了水质保护、、脱贫攻脱贫攻

坚坚、、产业发展产业发展、、经济腾飞一举多赢的良好经济腾飞一举多赢的良好

局面局面。。

上善若水上善若水，，人民至上人民至上！！

这里是中国这里是中国！！这里是中国淅川这里是中国淅川！！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5月11日，副

省长武国定到郑州高新区调研现代种业、

数字农业发展和农业信息化建设情况。

在河南金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武

国定认真察看育种产品展示，走进实验

室详细了解科技研发情况。他指出，种

子是农业的“芯片”。农业现代化，种子

是基础。要抢抓机遇，充分发挥我省在

科研、制种、育种、推广等方面优势，加快

种业体制机制创新，支持种业龙头企业

做大做强，建立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促

进育繁推一体化发展，坚决打好种业翻

身仗，从源头上解决粮食安全问题。

在河南广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和猪八戒网河南总部园区，武国定深入

察看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在农业全产业链中的应用演

示。武国定强调，要加强示范引领，选择

重点地区和优势产业，促进现代信息技

术与农业农村深度融合；要加快数据资

源融合共享，推动农业农村信息化服务

平台建设，推进数字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要培育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大力发展数

字经济，打造一批农业农村数字化龙头

骨干企业，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

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本报讯（记者李虎成马丙宇）“我也

有了不动产权证书，真是太高兴了！”5月

11日上午，辉县市首批农村不动产确权

登记颁证仪式在冀屯镇亮马台村举行，张

天利等320户村民领到了不动产权证。

拿到“红本本”后，张天利就迫不及

待地翻开，详细查看了房屋面积、用途等

内容。“我的房屋和宅基地从此有了‘身

份证’，心里更踏实了。”张天利笑着说，

“听说这个产权证还可以做抵押贷款，下

一步打算做个小生意，增加点收入。”

据了解，农村“房地一体”确权登记

颁证工作开展以来，辉县市各乡镇政府、

村民委员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及时

做好宣传工作，让农民了解领取不动产

权证可以促进权益保护、增加收入的重

大意义，激发农民申报领证的主动性，顺

利推进了确权登记工作。

冀屯镇作为省市县乡村振兴示范

镇，坚持试点先行、以点带面，试点推行

宅基地改革，率先全部完成有偿使用费

收缴任务，为深化改革、确权颁证奠定了

扎实基础。目前，全镇已完成17个村

9483宗地的不动产登记外业调查。

“农村‘房地一体’确权登记发证赋

予农民土地房屋财产权，让不动产动起

来，激活农业农村发展动能，让更多群众

享受到改革红利，必将为全面深化农村

改革、推进辉县市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

础。”辉县市委副书记王慧敏表示。

□本报记者 杨青

“真是太方便了！”消费者周女士平

日买进口商品，基本上都是通过网购这

个途径完成的，“商品下单后，需要等十

几天或是更长时间才能收到，要是收到

的商品跟卖家描述的不一致，退货又相

当麻烦。在这里购物如同逛超市一样，

完成了结账和商品通关整套流程后，便

可以当场带走商品，即买即提。”

作为资深的“海淘”族，周女士原先

会花费大量时间浏览各大购物网站。而

现在，她更愿意把这个时间花在郑州E

贸易博览交易中心。

选好跨境进口商品后，拿着身份证

去收银台付款，付款的同时，工作人员已

经在网上向海关报关了，然后等着审核

通过，取走商品……短短几分钟，她就成

功地完成了一次“海淘”。

5月11日，在郑州E贸易博览交易

中心跨境电商展览展示会上，展示的商

品均为海外直采的可溯源产品，包括来

自全球各地的美妆洗护、营养保健、日用

百货、母婴用品等爆款商品。在自提中

心的收银台前方，大屏幕实时滚动更新

付款商品的通关信息。

在郑州E贸易博览交易中心，消费

者不仅能第一时间找到来自世界各地的

优质进口商品，并且相比海外直邮的昂

贵运费，交易中心里批量海运的商品成

本大大降低，消费者下单后，货物直接从

保税仓发出，且出入境都由海关、检验检

疫等部门严格监管，确保系海外正品。

郑州E贸易博览交易中心重新定义

了海淘、代购等名词。在这里，消费者可

以像平时逛超市一样边看边买，真正享

受到购物带来的愉悦。

河南保税集团总裁徐平介绍，展览

展示活动有600多家单位参展、来自7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万余种进出口商品，

时间持续到5月 19日，遇建誉峰跨境

O2O自提馆、澳洲大药房等商家每天将

推出多个特价网红商品，让消费者淘到

全球好物。

上善若上善若水水 人民至上人民至上
——丹江水进京235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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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县市发放首批农村不动产权证书

武国定在郑州调研时强调

加快推进农业信息化
坚决打好种业翻身仗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在这里，一站式购买全球好物

□本报记者王泽远宋朝曹国宏曹相飞

5月11日，渑池县英豪镇槐英村群众正在清除麦田杂草。由于今年天公作美，雨水充

沛，加之前期管理精细科学，该县种植的32.2万亩小麦长势喜人、丰收在望。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古俊锋 摄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向重点乡村
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意见》
●●对脱贫村对脱贫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村（（社区社区），），继续选派第一书记和工作继续选派第一书记和工作队队，，
将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脱贫村作为重点将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脱贫村作为重点，，加大选派力度加大选派力度

●●对其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任务较轻的村对其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任务较轻的村，，可从实际出发适当缩减选派可从实际出发适当缩减选派
人数人数

●●各地要选择一批乡村振兴任务重的村各地要选择一批乡村振兴任务重的村，，选派第一书记或工作队选派第一书记或工作队，，发挥发挥
示范带动作用示范带动作用

●●对党组织软弱涣散村对党组织软弱涣散村，，按照常态化按照常态化、、长效化整顿建设要求长效化整顿建设要求，，继续继续全覆盖全覆盖
选派第一书记选派第一书记

●●对其他类型村对其他类型村，，各地可根据实际需要作出选派安排各地可根据实际需要作出选派安排
据新华社北京据新华社北京55月月1111日电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