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条高铁同日开通

河南 字形高铁全面成形米米““米米””

6月19日，国网西平县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在走访当地农户。针对近期灌溉用电

需求，该县提前做好供电服务工作，保障农业生产。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赵永涛摄

本报讯 （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王
向灵）“我种了6.4亩地的玉米，浇水用

了4个多小时，仅仅用了40元的电费，

用电浇地太划算了。”6月18日，沈丘

县白集镇梁庙村村民梁照俊瞅着喝足

水的庄稼苗说。

受近期持续高温影响，沈丘县部

分地块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旱情。为不

影响秋作物正常生长，该县各部门利

用田间地头的通电机井，迅速开展抗

旱保苗。

如今在沈丘县 ，“农田机井通电”

工程已成为提升现代农业灌溉水平、

助推农业丰产丰收的好帮手。2019

年以来，沈丘县在全县范围内启动了

“农田机井通电”工程，安排资金

1083.7万元，建设专用配电台区和线

路；3年内新增通电机井1297眼，实现

了农田灌溉全覆盖，每年减少农民灌

溉支出400多万元。

“现在田里打了机井，地头装了变

压器，电闸一推，清水哗哗，庄稼解

渴。”提起这几年的变化，留福镇夏老

家村种粮大户李坤峰颇为感慨。

顺着李坤峰手指的方向，一座座

白色的标准化通电机井房坐落在田

间，笔直的电线杆、整齐的供电线路同

一排排新建的村舍交相辉映：“实现机

井通电灌溉之前，全是用柴油机抽水

灌溉，一亩地浇一次耗油至少需要30

块钱，而利用通电机井浇地，一亩地平

均不到6块钱。”

“出水了！出水了！维修师傅你

们辛苦了。”当天，在新安集镇单庄村，

接到故障维修电话后，沈丘县水利局

立即派出3名维修人员到场排除故

障。

据悉，该县近期还组织了46支志

愿者服务队，帮助家庭缺少劳动力的

群众抗旱浇地11.3万亩。

本报讯（记者李梦露）6月20日，

记者从省气象局了解到，6月22日开

始我省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天气过

程，雨量分布不均，局地对流性强，有

短时强降水、8到10级雷暴大风、冰雹

等强对流天气，主要降水时段在6月

22日傍晚到6月23日，中东部、南部

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

具体来看，6月22日白天，中西部、

南部及西北部部分县市有阵雨、雷阵雨，

雨量分布不均，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

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

天气。6月22日傍晚至6月23日，全

省大部有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

中东部、南部部分县市有大雨，局部暴

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

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6月26日，副热带高压再次西伸

北抬，与西风带东移低涡共同作用，因

此6月26日夜里到6月29日我省将

出现一次更加明显的强降雨天气过

程，需关注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山洪地

质灾害及中小河流洪水。

气象专家提醒，强降水及雷暴大

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可能会引发山

洪地质灾害及中小河流洪水，我省抗

旱防汛工作应同时进行。

与此同时，连日来的高温并未完

全结束，6月22日和6月24日到25日

期间我省仍有高温天气。需关注其对

电力、交通和群众生产生活的不利影

响。

明日起我省将出现强对流天气，气象专家提醒

要做好抗旱防汛两手准备

沈丘机井通了电 浇地真省钱

关注“三夏”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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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黄红立许金安通讯员

郑卫光 卢锦）“济源《关于加快推进企业

上市挂牌工作的意见》的出台，对企业上

市挂牌、再融资，不仅是‘及时雨’，还开出

了‘处方药’。”6月20日，农业产业化国家

重点龙头企业河南济世药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张康对济源《关于加快推进企业上市

挂牌工作的意见》赞不绝口。

河南济世药业有限公司依托“王屋

山天然药库”及“济源冬凌草”产业基地、

“四大怀药”产业基地的药材资源优势，

致力于中药现代化，形成了“济源冬凌

草”“四大怀药”系列药品、中药饮片系

列、大健康系列产品，是济源省定重点上

市后备企业。

济源高度重视促进企业上市挂牌工

作，现已形成豫光金铅、清水源、金马能

源、中粮资本等4家上市公司，1家新三板

挂牌企业，29家中原股权交易中心挂牌

企业的多层次资本市场，省定重点上市后

备企业5家，2022年新申报省定重点上市

后备企业8家，截至目前，4家上市公司总

市值336.74亿元，先后利用资本市场直

接融资71.63亿元。

为引导支持企业加快上市步伐，助推

企业做大做强，今年2月22日，济源市企

业上市办公室挂牌成立，抽调金融专业人

才组建工作团队，聘请证券专业团队入企

逐一“把脉问诊”，实行“一企一表一策”

“服务秘书制”等措施为企业提供精准培

育服务。

为充分发挥政府主导的政策激励推

动作用，6月9日，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管

理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加快推进企业上市

挂牌工作的意见》，采取强化上市后备企

业培育、加快推动企业股份制改造、有序

推动企业在多层次资本市场上市挂牌、积

极扩大直接融资、加大资本运作力度、提

高上市公司发展质量等一系列措施，通过

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政策扶持、优化发展

环境、搭建资本对接平台、发挥中介机构

专业作用、加强督导问责、严格奖励申报

七方面的保障措施，强力推动企业挂牌上

市。

除此之外，济源还发布了《济源示范

区企业梯次上市培育计划表》，公布了5

家重点推进类企业、5家重点培育类企业、

21家重点储备类企业名单，济源将对名

单企业开辟“绿色通道”、优化发展环境、

提供高效服务，确保名单企业能够顺利登

陆资本市场。

“济源示范区上市挂牌后备企业申

请在境内沪深主板、科创板、创业板、北

交所首发上市的，按照800万元标准分

阶段进行奖补。”济源市企业上市办公室

负责人说，力争2025年年末，济源示范

区境内外上市公司达到数量质量显著提

升，在各类资本市场上市挂牌企业总数

达到7家，河南省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

挂牌展示企业达到40家。融资能力持

续增强，每年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不低于

30亿元。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郭子
钦韩娟娟张伟）6月19日，记者从漯河

市召陵区“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办公

室了解到，今年以来，召陵区以“四个

一”机制推动项目高质量发展，全区经

济社会发展呈现“稳中有进、进中固基”

的良好态势。

据了解，召陵区实行重点项目领导

分包责任制，全面落实“一个项目、一套

专班、一套台账、一抓到底”的“四个一”

机制，24名县级领导、23名责任单位党

组负责人对全区34个重点项目一对一

建立工作专班，形成“人人身上有任务，

个个肩上有责任”的攻坚局面。

在此基础上，召陵区以“周例会+现

场办公”破解项目建设难题。各专班领

导和分包项目的县级干部躬身入局，围

绕重点项目，对照任务清单，每周实地

查看项目进度不少于2次，现场解决问

题不少于1次。半年来，共召开重点项

目建设周例会和现场办公会61次，化解

问题113项。

同时，该区还严格落实“跟踪、协

调、问效、通报”四个环节，做到常态化

督导调度，由区纪委监委、区委区政府

督查局根据重点项目进展时限进行分

类管理和红黄绿三色通报，及时疏通难

点堵点，确保“三个一批”项目接续滚

动、顺利转化。

截至目前，该区共签约亿元以上项

目17个，首期投资35亿元的双汇第三

工业园项目即将开工建设；24个省市重

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68.25亿元，占比

66.07%；双汇5000万只肉鸡项目加速

建设，正大绿色循环经济示范园项目已

全面开工。

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邢
伟）6月19日，在许昌市魏都智能制造

产业园业诺车轮高强度轮毂自动化生

产基地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车辆

穿梭，工人干劲十足。

“现在我们每天6点就开工，每天

工作8小时，工人干得可提劲儿。疫情

耽误20多天，时间不等人啊，得赶紧把

耽误的活儿赶上。”56岁的模板工丁法

彦说。

“目前，办公楼的基础已经完成，正

在进行两个厂房垫层的施工。我们抢

抓工期，一天当作两天用，争取年底完

成所有工程的主体，明年3月份进行所

有工程设备的调试工作。”该项目负责

人刘伟东说，项目建成达产后，将年产

钢制和铝合金轮毂100万套，主要销往

国内配套厂家及欧盟、亚太等境外市

场，预计年产值可达25亿元。

“针对省、市、区重点项目，我们安

排科级干部专门分包，每天了解并督促

施工进度；同时，对项目在建过程中遇

到的问题和困难及时收集整理，报魏都

区重点项目专班，由专班长定期召开会

议，研究解决问题。”魏都区开发区管委

会副主任胡朝阳说。

同时，该区把企业按照地理位置分

片区分网格进行划分，采取班子成员为

片区长、中层干部为网格长、一般干部

为网格员的三级网格管理模式对企业

进行服务。

“时间不等人，我们会鼓足干劲、加

压奋进，全力为企业服务，奋战6月份、

答好‘期中卷’，力争实现时间、任务‘双

过半’，为实现‘全年红’奠定坚实基

础。”胡朝阳说。

本报讯本报讯 66月月2020日日，，济郑高铁濮郑段和郑济郑高铁濮郑段和郑

渝高铁同日开通运营渝高铁同日开通运营，，以郑州为中心以郑州为中心，，覆盖中覆盖中

部部、、辐射全国的米字形高铁网在全国率先建辐射全国的米字形高铁网在全国率先建

成成。。

济郑高铁濮郑段全长济郑高铁濮郑段全长195195公里公里，，途经濮途经濮

阳阳、、新乡和郑州市新乡和郑州市。。目前目前，，济南至濮阳段建设济南至濮阳段建设

正在有序推进正在有序推进。。未来未来，，济郑高铁全线贯通后济郑高铁全线贯通后，，

济南济南、、郑州间将形成快速客运通道郑州间将形成快速客运通道。。

郑渝高铁全长郑渝高铁全长10681068公里公里，，途经河南途经河南、、湖湖

北北、、重庆三省市重庆三省市。。随着郑州至重庆高速铁路襄随着郑州至重庆高速铁路襄

阳东至万州北段阳东至万州北段（（郑渝高铁襄万段郑渝高铁襄万段））建成开通建成开通，，

郑渝高铁实现全线贯通运营郑渝高铁实现全线贯通运营。。北京北京、、郑州至重郑州至重

庆分别最快庆分别最快66小时小时4646分分、、44小时小时2323分可达分可达，，中中

原城市群原城市群、、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联系将更加紧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联系将更加紧

密密。。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据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为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

别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

改革委组织编写《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

（以下简称《纲要》）一书，已由人民出版社、学

习出版社联合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纲要》共 15 章、58 目、146 条，10 万

字。全书系统阐释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

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全

面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在经济领域的原创性贡献。《纲要》内容丰

富、结构严谨，忠实原文原著、文风生动朴

实，是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会习近平经济思

想的重要辅助读物。

《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出版发行

济源 企业上市最高奖补800万元

两稳一保精准发力

召陵区 建设难题现场解决 魏都区 重点项目加速推进

济郑高铁为济郑高铁为““中原农谷中原农谷””发展加速发展加速
本报讯本报讯（（记者记者刘亚鑫刘亚鑫实习生实习生朱欣童朱欣童））

66月月2020日上午日上午，，济郑高铁新乡南站开通运营济郑高铁新乡南站开通运营

仪式在新乡市平原示范区举行仪式在新乡市平原示范区举行，，新乡南站启新乡南站启

用后用后，，从郑州到新乡行程最快只需从郑州到新乡行程最快只需1515分钟分钟。。

走进新乡南站走进新乡南站，，站前广场景观照明灯采站前广场景观照明灯采

用的是风吹麦浪造型用的是风吹麦浪造型，，站房颜色也以麦黄色站房颜色也以麦黄色

和米白色为主和米白色为主。“。“整体设计以整体设计以‘‘风吹麦浪风吹麦浪，，岁岁

稔年丰稔年丰’’为立意为立意，，在无声中向旅客宣传在无声中向旅客宣传‘‘中原中原

农谷农谷’。”’。”新乡车务段段长王红兵介绍新乡车务段段长王红兵介绍。。

““十四五十四五””开局之年开局之年，，省委省委、、省政府作出省政府作出

打造打造““中原农谷中原农谷””的战略决策的战略决策。。作为作为““中原中原

农谷农谷””的核心区的核心区，，平原示范区依托国家生物平原示范区依托国家生物

育种产业创新中心育种产业创新中心，，以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以国家级现代农业产

业园业园、“、“神农神农””种业实验室为支撑种业实验室为支撑，，不断加快不断加快

推进推进““中原农谷中原农谷””建设建设，，着力打造生物育种着力打造生物育种

创新引领型新高地创新引领型新高地、、种业发展体制机制创种业发展体制机制创

新的新的““试验田试验田””和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种业和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种业

““航母航母””集群集群。。

““济郑高铁通车后济郑高铁通车后，，平原示范区与京津平原示范区与京津

冀冀、、长三角等主要城市群的时空距离进一长三角等主要城市群的时空距离进一

步拉近步拉近，，与郑州与郑州、、济南等省会城市的互动会济南等省会城市的互动会

更加密切更加密切，，济郑高铁将成为引领全区跨越济郑高铁将成为引领全区跨越

崛起的通达之路崛起的通达之路、、致富之路致富之路、、幸福之路幸福之路。”。”新新

乡市平原示范区党工委书记陈剑虹表示乡市平原示范区党工委书记陈剑虹表示。。

66月月2020日日，，列车从郑列车从郑

州航空港站发出州航空港站发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聂冬晗聂冬晗摄摄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6月20日，省

政府召开河南黄河防汛工作视频调度

会，研判今年黄河防汛形势，对黄河防汛

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

副省长武国定主持会议并讲话。在

听取沿黄各省辖市和有关部门汇报后，武

国定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防汛救灾工作和在四川考察时的重

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

足于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以

防御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洪水，遇超标

准洪水有对策、有措施为标准，坚决守住

守牢黄河防汛安全底线，确保实现人员不

伤亡、水库不垮坝、堤防不决口的目标。

武国定强调，要足额落实好防汛抢

险石料，全面开展迁安救护演练，推进照

明通信全覆盖，强力清除河道行洪障碍，

不折不扣完成黄河防汛备汛重点工作任

务。要进一步压实防汛责任，强化会商

研判，加强巡查防守，聚焦重点地区，做

好避险安置，完善协作机制，抓紧抓实各

项防汛措施，坚决确保黄河安全度汛，确

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以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坚持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强举措
坚决打赢今年河南黄河防汛硬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