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我省谋划
四水同治项目
837个，总投资
3510亿元

3510
亿元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5 月 11
日，记者从省水利厅获悉，今年我省谋
划四水同治项目 837个，总投资 3510
亿元，本年度计划投资936亿元，目前
已经开工 572个项目，其中今年新开
工236个。

据介绍，四水同治就是对水资源、
水生态、水环境、水灾害统筹治理。
2018年 12月，省委、省政府召开四水
同治动员大会，并启动实施十项重大
水利工程。之后，我省各地相继谋划
了一批四水同治项目。

据统计，今年我省共谋划四水同

治项目 837个，总投资 3510亿元，本
年度计划投资 936亿元。其中，十大
水利工程总投资 350亿元，本年度投
资113亿元。其他827个四水同治项
目中，节水工程 55个、水资源配置工
程 141 个、水生态保护及修复工程

278个、水环境治理工程 154个、水灾
害防治工程 117个、乡村水利基础设
施工程 75 个、智慧水利建设工程 7
个。截至 5月 11日，全省四水同治项
目已开工 572 个，其中续建项目 336
个，目前已经全部复工；新开工项目
236个。

“今年前四个月，四水同治开工项
目已经完成投资 188亿元，其中 4月
份投资完成 89.8 亿元。四水同治工
程项目渐次落地，有力地保障了经济
社会恢复性发展。”省四水同治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③6

我省四水同治项目已开工57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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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月 11日电 在国际护
士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
全国广大护士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
慰问！

习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广大护士义无反顾、逆行出征，白衣执
甲、不负重托，英勇无畏冲向国内国外疫

情防控斗争第一线，为打赢中国疫情防
控阻击战、保障各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作出重要贡献，用实际行动践行
了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
无疆的崇高精神。

习近平强调，护理工作是卫生健康
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党委和政
府要关心爱护广大护士，把加强护士队

伍建设作为卫生健康事业发展重要的
基础工作来抓，完善激励机制，宣传先
进典型，支持优秀护士长期从事护理工
作。全社会都要理解和支持护士。希
望广大护士秉承优良传统，发扬人道主
义精神，再接再厉，真情奉献，为健康中
国建设、维护世界公共卫生安全不断作
出新的贡献。

在国际护士节到来之际

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护士致以
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

本报讯（记者 李铮 张海涛）5月 11
日，全省文化旅游大会召开，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和关
于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
紧紧抓住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的重大战略机遇，顺应趋势、主动作
为，发挥优势、奋勇争先，大力弘扬黄河
文化，推动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加快文
化旅游大省向强省转变，奋力谱写新时
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省委书记王国生、省长尹弘出席并
讲话，省政协主席刘伟出席。

会议指出，要抢抓发展机遇，强化文
化旅游强省建设的责任担当。要把握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
的深刻内涵，读懂国家战略的文化价值、
生态价值、经济价值，担负起文化旅游发
展的历史使命。要把握融合发展内在规
律，认清国内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千帆竞
发形势，坚持宜融则融、能融尽融，坚定
文化旅游发展的方向。要把握需求多元
化、供给品质化、业态多样化、发展全域
化的产业发展阶段性特征，抢占文化旅
游发展的先机。要把握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的新要求，准确识变、科学应变、
主动求变，落实扩大内需战略，推动产业
转型升级，增强文化旅游发展的信心。

会议明确了推动文化旅游发展的总
体要求和目标任务：要深入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和关于文化旅
游融合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文化
引领、产业融合、生态优先、开放合作、创
新驱动，以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为主
题，以深化文化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以全域旅游为主导，加快构建

“一带一核三山五区”文化旅游发展格
局，推动文化旅游大省向文化旅游强省转
变。到2025年，把我省打造成为全球探寻
体验华夏历史文明的重要窗口、全球华人
寻根拜祖圣地、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旅游目
的地、国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示范区。到2035年，我省文化旅游空间布
局更加优化、综合效益进一步提升，形成一
批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旅游品牌，综合实
力位居全国前列。

会议强调，要大力弘扬黄河文化，筑
牢文化旅游强省之魂。坚持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实施一批标志性重大项目，串

珠成链、轴带贯通，加快建设体现中华悠
久文明的黄河文化旅游带。要在系统保
护中更好延续文脉，实施黄河文化遗产
本体保护工程、黄河文化标识工程、古都
古城风貌再现工程、非遗记录工程，聚焦
郑汴洛这一核心地带，打造具有重要影
响力的国际旅游目的地。要在深入挖掘
中更好传承弘扬，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
含的时代价值，通过打造寻根之旅增进
民族认同，通过打造爱国之旅激发家国
情怀，通过打造红色之旅弘扬革命精神，
通过打造创业之旅砥砺奋斗精神，通过
打造互鉴之旅彰显开放气度，讲好新时
代“黄河故事”。

会议强调，要打造知名文旅品牌，擦
亮文化旅游强省的名片。着力打造文旅
精品，立足资源禀赋优势，推动重点区
域、重点项目深度开发，突出北雄南秀、
绘好山水画，突出乡音乡愁、抓好乡村
游，突出历史记忆、谱好城市篇，形成一
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拳头产品。着力提
升载体平台，节会活动在创新形式、丰富
内涵上下功夫，积极争取更多全国性节
会活动落户全省各地。着力加强宣传推

介，完善提升我省文旅品牌标识和品牌
体系，充分运用新媒体、新手段和新技
术，形成立体宣传新格局。

会议强调，要完善文旅产业体系，强
化文化旅游强省的支撑。壮大产业主
体，抓好本土培育，实施文旅龙头企业培
育工程，注重招大引强，鼓励省外大型企
业集团、国外知名文旅企业落户河南。
完善产业链条，延伸产业链、打造供应
链、提升价值链，深化文旅项目策划和商
品开发，提升配套项目建设水平，大力发
展夜经济，打造一批“河南味道”“老家礼
物”“中原节目”。创新文旅业态，综合运
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手段，推动文化旅
游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培育具有引领
力的文旅新业态。

会议强调，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激
发建设文化旅游强省的动力。优化管理
体制，深化重点国有景区管理体制改革，
推进国有文旅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构
建产权清晰、富有活力的管理体制。完
善运行机制，推动文旅企业完善法人治
理结构，健全职业经理人制度，激发创新
创造活力。（下转第三版）

全省文化旅游大会召开

抓住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机遇
加快文化旅游大省向文化旅游强省转变

王国生尹弘讲话 刘伟出席

□本报评论员

揽山水之幽、得人文之胜。全省文化旅游大会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和

关于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动员全省

上下坚定文化自信，抢抓战略机遇，推动文旅高质

量发展，不断提升黄河文化影响力，为我省加快文

化旅游大省向强省转变吹响了“冲锋号”。

没有文化，旅游就没有灵魂；没有旅游，文化就

没有活力。当今世界，旅游业呈现出与文化融合发

展大趋势，世界旅游组织数据显示，全世界旅游活动

中约有 37%涉及文化因素，文化旅游者以每年 15%

的幅度增长。环顾四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千帆竞

发，国内文化旅游业正从景区观光游向全域体验游

转变，从大众团队游向分众自助游转变，从单一业态

向产业融合转变，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文

化旅游越融合，文化吸引力就越大，发展新动能就越

强。旅游消费转型升级倒逼供给侧创造新产品，亟

待我们用好文化这个最好的旅游资源、激活旅游这

个广阔的文化市场，在文旅融合发展中提档升级。

这次疫情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

击，也给文化旅游产业按下了“暂停键”。但要看

到，我省消费长期稳定和持续升级的态势没有变，

支撑文化旅游发展的基本面没有变，孕育着向上向

好的强大动能。我省文化旅游资源丰富，“伸手一

摸就是春秋文化，两脚一踩就是秦砖汉瓦”；河南山

水兼具北雄南秀特点，地貌特征多样，自然生态景

观丰富多彩。党中央把文化旅游发展摆上了新的战

略高度，建设文化旅游强省，事关文化繁荣兴盛，事

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抢抓发展机遇，

彰显中原魅力，强化文化旅游强省建设的责任担当，

我们就能开创河南文旅大发展大繁荣的新局面。

我省发展文化旅游，最大优势是黄河文化，最

有竞争力、号召力和吸引力的也是黄河文化。河南

因河而起、依河而兴，必须把黄河文化融入文化旅

游强省建设之中。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千秋大计，我们要用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的重大历史机遇，把蕴藏其中

的巨大文化价值、生态价值、经济价值释放出来。要

在系统保护中更好延续文脉，加强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在深入挖掘中更好传

承弘扬，通过打造寻根之旅增进民族认同，打造爱国

之旅激发家国情怀，打造红色之旅弘扬革命精神，打

造创业之旅砥砺奋斗精神，打造互鉴之旅彰显开放

气度。大力弘扬黄河文化，筑牢文化旅游强省之魂；

打造知名文旅品牌，擦亮文化旅游强省的名片；完善

文旅产业体系，强化文化旅游强省的支撑；深化体制

机制改革，激发建设文化旅游强省的动力；加强公共

服务体系建设，优化文化旅游强省的环境，是顺应文

化旅游发展大势，推动河南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大河奔流，中原形胜。推动新时代河南文旅融合发展其力已聚、

其势已成。让我们勠力同心、奋楫勇进，大力弘扬黄河文化，加快建

设文化旅游强省，为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作出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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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雪红 章江丽

豫西边界，黄河拐弯的地方，小秦
岭怀抱着一个美丽的城市——灵宝。

灵宝市地处豫陕晋三省交界，南
依秦岭，北濒黄河，因金而兴，因金而
名，拥有“中国金城”的美誉。近年来，
灵宝市抢抓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战略机遇，以小秦岭矿山治理
为契机，加快绿色工业转型；以“一园
两区”建设为纽带，加强晋陕豫黄河金
三角区域合作；以苹果品种更新、集约
化种植为抓手，擦亮“灵宝苹果”金字
品牌；通过弘农涧河治理、“老子”文化
推广，打造城乡融合宜居之地，全力推

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019 年，灵宝市生产总值增长

7.9%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增 长
8.7%，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1%，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205.6亿元，增长
10.7%；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分别达到 32536元、18008元；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23.9 亿元，增长
13.3%，先后荣获全国工业百强县市、
2019年度中国最美县域、第二批国家
农产品质量安全县等称号。

4月 29日，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工作会议上，公布了第一批践行
县域治理“三起来”示范县（市）名单，
灵宝市榜上有名。

延链补链 绿色发展

5月6日，在灵宝市豫灵产业园里，
国投金城冶炼有限责任公司的大门外，
运送精矿石的大货车排起长队，车间内
生产井然有序。“公司日处理2000吨复
杂难处理金精矿多金属综合回收项目，
2018年 9月 19日一次点火投料成功，
当天就达产达标。”该公司常务副总经
理兼总工程师南君芳介绍。

绿色转型，龙头带动。国投金城
冶炼有限责任公司国内领先的创新技
术三连炉工艺和骤冷收砷工艺一次开
车成功，（下转第十版）

黄金之城 苹果之乡 道家之源 宜居之地

灵宝 按下高质量发展“快进键”

我省构建“一带一核三山五区”文化旅游发展布局

天地之中河洛文化旅游区

上古殷商文化旅游区

老庄元典文化旅游区

黄河金三角文化旅游区

丹江卧龙文化旅游区

一带 建设体现中华悠久文
明的黄河文化旅游带

一核
建设全球知名的

郑汴洛国际文化旅游
核心板块

三山 建设主题鲜明
的太行山、伏牛山、
大别山自然生态和
红色旅游景区

五区 建设以中原优秀
传统文化为纽带，地
理空间相互衔接、资
源优势融合互补的五
大特色文化旅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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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文旅强省
河南绘出“蓝图”

●5年后乡村游要达到什么规模？

●“夜经济”未来咋发展？

●大会上哪些单位被通报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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