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山终有挖尽时，
绿水青山将永续。

——题记

□本报记者 刘雅鸣 王小萍 陈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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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三门峡灵宝，河南小秦
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天，湛蓝湛蓝
的，流云在顶上奔涌，绿意在群山荡
漾，万籁俱寂中，忽闻群鸟弄声。

猛地，一种不真实的感觉油然而
生。这还是那个昔日里千军万马来淘
金的小秦岭吗？

小秦岭为人熟知的，是那张金名
片——全国第二大黄金生产基地主产
区。

小秦岭不为人知的，是它的特殊
地位——矗立于黄河大“几”字形拐弯
处，乃黄河中游重要生态屏障和水源
涵养地。

半个多世纪来粗放无序的黄金开
采，让小秦岭由绿树繁茂、鸟语花香变
成了渣坡满山、河水混浊。

还小秦岭以宁静，还母亲河以清
流。4年多来，一场再造小秦岭的生态
文明捍卫战，成为践行习近平总书记

“两山论”的生动范例。
金山终有挖尽时，绿水青山将永

续。小秦岭的新生，带来诸多启示。

抉择:向小秦岭开战

这是记者四赴小秦岭。最近的一次
是今年3月底，其时，运渣的大卡车一趟
趟开往山下，回来时满载一车车土。

在枣香苑 1100 坑口附近，铲车、
钩机一刻不停地挖渣、固渣，工人们马
不停蹄地挖坑、栽树。曾经，这个运转
了20多年的坑口，附近有216间工房，
矿渣300多米长，20多米宽，最高处21
米，堆积如山的渣石甚至把旁边的枣
香河河床抬高了5米多。

如今，这里有了一个美丽的名字
“枣香苑”，石径通幽处，花红树绿。被
水泥封堵的坑口下方有一胳膊粗的小
洞，从中钻出的山泉水，聚成一汪清
泉，鱼儿欢快地游来游去。

在此生活了 20年，护林员王科峰
见证了小秦岭这两年的变化——

林区负氧离子平均含量增加到每
立方厘米 21800 个，是世卫组织空气
质量一级标准的10倍……

11种新分布的植物被发现，珍稀
濒危的灵宝杜鹃林竟拔出幼苗；

一度难觅踪迹的林麝、豹猫、黄喉
貂、勺鸡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相继
被布设于林间的红外相机捕捉到……

喧嚣远去，生灵归来。小秦岭安
静了，小秦岭又“热闹”了，恢复了它本
来的模样。

4年前，履新之际，三门峡市委书
记刘南昌在群众留言板上了解到，因
矿山开采，小秦岭满目疮痍、污水横
流、人畜患病。实地查看后，心情更加
沉重。他看到的是这样一个“五彩三
门峡”：“河水是‘五彩’的，上游段黄
色、灰色、白色占主体，中间逐渐有黑
色、红色。”

与此同时，刚履职满月的市长安
伟被原环保部请到北京约谈。“难看
的”卫星遥感图片一张张看过来，他心
里仿佛坠了块大石头。

这座藏金埋银之地，曾为国家和
地方经济建设作出过巨大贡献。数据
显示，1975 年—2015 年，小秦岭区域
累计生产黄金 450 余吨，与之相应的
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三门峡经济高
速增长，最快的一年GDP增长33%。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正确
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
系，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
时的经济增长。

一边是资源型城市对矿产资源的
高依赖，一边是保护生态环境的必答
题。三门峡其实是没有选择的。

痛定思痛，唯有壮士断腕，背水一
战！不讲理由，不找借口，三门峡迅即写
下承诺书，立下军令状，向小秦岭开战！

从 2017年开始，三门峡市委市政
府连续三年将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修
复工作列入全市“攻坚战”之一，三年内

要达到“老问题逐步解决、新问题不再
产生、生态环境总体向好”的整治目标。

攻坚：再造小秦岭

车在渣石铺就的山路上艰难爬
坡，让人真切体会出“砥砺前行”一词
的原始之意。

这样的路，三门峡市林业局局长
骆雪峰走过无数次。三年前，时任市
信访局副局长的他临危受命，担任小
秦岭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挑重担
需要硬肩膀，市领导看重的正是他敢
想敢干的冲劲儿。

在矿山环境整治中，最大的挑战
是封矿口。

此前，小秦岭地区曾先后组织各
种规模的治理整顿 19 次，均没能治
根。保护区内有 11个矿权单位，矿权
设置久远，利益多元，不仅有央企、本
地国企，还有众多私企。一个坑口的
年利润涉及上千万、上亿元，财路被切
断，企业难接受。

而且，此次矿山治理和生态修复
的原则是“谁矿权谁负责、谁受益谁清
理、谁破坏谁恢复”，不仅要挪金窝，还
要掏腰包，怎一个难字了得！

有组织律师团“要说法”的，有夜
里把保护区堵上的坑口扒开的，有玩

“失联”的，有硬挺着不干的。
（下转第五版）

□本报记者 李运海 文/图

用一只手捏起
小龙虾，用另一只
手 拽 着 尾 巴 拉
直，小龙虾的肚
皮 都 是 白 的 。
为什么这里的小
龙 虾 肚 皮 是 白
的，而不是传统的
黑肚皮？

7月22日，在范县
龙王庄镇龙东水产养殖基
地，“‘六稳’‘六保’看河南”主题采
访团的记者纷纷提出这样的问题。

养殖基地的负责人宋艳辉解
释，因为大量的黄河泥沙沉淀到水
塘底，小龙虾经常在泥沙上爬行，
时间长就磨白了，所以这里的小龙
虾也叫“白腹美”，吃起来味道鲜
美。

龙东水产养殖基地原本是一
块连片涝洼地，废弃坑塘较多，排
水不畅，盐碱易涝，种植农作物收
成差，一直处于闲置状态。2019

年，范县通过招商引资的方
式，与山东济宁一家公

司洽谈，在这里养殖
小龙虾。济宁方
面 投 资 1200 万
元，对这些废旧
坑塘进行整治，
宋艳辉也从济宁
市来到范县。

用黄河水大
规模养小龙虾，宋艳

辉过去没有做过。行
不行？在签订协议之前，他

先拿出 5亩水塘做个试验。哪想
到，1500公斤种苗投了进去，一个
月后，水塘是空的。小龙虾跑哪儿
去了？他带领人员研究，发现小龙
虾都闷死在泥沙中了。原来小龙
虾产卵或冬眠时都打洞，一般洞深
一米以上。但黄河泥沙稳固性不
够，常常坍塌，把洞堵死，小龙虾出
不来，就闷死了。

（下转第五版）

引进黄河水 养出“白腹美”

小龙虾里有“大文章”

图为“白腹美”小龙虾

范
县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 沈若宸）“10119283797 元！”8 月 1 日，

“格力·中国造”全国巡回直播活动第二站在洛阳
圆满收官。直播当天，线上线下“格力董明珠店”
同步营业，最终完成销售额101亿多元。

据悉，“嗨购洛阳·格力奇妙夜”带货晚会现
场，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变身“最强销
售”，与洛阳市市长刘宛康亮相直播间，带领洛阳
市民乃至全国观众，全面了解格力产品及洛阳文
化。当晚首个“格力董明珠店”线下实体店——洛
阳66号店正式开店。晚会现场还送出多重优惠，
洛阳市民在“格力董明珠洛阳 66号店”下单可享
受超低折扣价，吸引了许多市民下单购买。

除“嗨购洛阳·格力奇妙夜”带货晚会外，“格
力·中国造”全国巡回直播活动第二站洛阳站还进
行“洛阳担当·古韵新生”探访工厂、“匠心格力·智
造洛阳”高峰论坛等活动。

在工厂探访活动中，董明珠来到格力空调洛
阳基地的产品展厅和智能生产线，以及附近的洛
阳银隆新能源产业园，向观众介绍“洛阳制造”。
据悉，洛阳格力基地自动化生产线已实现单班
3000件的产能。

在“匠心格力·智造洛阳”高峰论坛上，中国科
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院长雒建斌，中
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俞章法等嘉宾，
围绕“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等主题，为洛阳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3年前，洛阳与格力“牵手”，志在打造“中国
智造”新高地。当下，多个格力项目正在洛阳市加
速推进。

“格力电器落地洛阳市是一件好事。”洛阳市
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活动以“匠心引领·时
代担当”为主题，采取“线上+线下”结合形式，是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六稳”“六保”要求的具体体
现，通过有效释放消费潜力、激发消费活力，推动
全市经济迅速复苏回补、稳增稳升，加快洛阳副中
心城市建设。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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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徐
兵）中原之巅“大玉米”顶端迎来一场高
端论坛。8月 1日，第十六届大河财富
中国论坛启动仪式暨五道口中原金融
大讲堂在郑州举行，来自省内外的金融
大咖共聚一堂，纵论“数字金融新趋
势”。活动由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清华
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主办，大河报、大
河财立方承办。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有关负责人在

致辞中表示，8月 1日是大河报 25岁生
日，大河报为此策划推出了一组以“顶
端青年”为主题的特别报道。据悉，

“顶端”是指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全力打
造的平台型“顶端新闻”客户端，是继
纸媒时代的河南日报、网站时代的大
河网之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省委直
属权威主流媒体，是移动互联网时代
的党端。“顶端新闻”以大数据和人工
智能为技术支撑，以青年人为核心用

户群体，以更权威的信息聚合发布、更
深刻的新闻分析、更及时的舆论引导、
更智能的社交互动、更贴心的信息服
务，形成强大传播能力，牢牢掌握舆论场
主动权和主导权。目前“顶端”已经进入
试运营阶段。

当天，与会嘉宾围绕新形势下数字
化金融的转型与改变分享诸多观点，干
货满满，互动热烈。“新冠肺炎疫情不是
改变了银行业的发展趋势，而是确认和

强化了数字化转型这个趋势，零接触银
行的技术变革呼啸而来”“商业银行数
字化转型进入新阶段，呈现 8个全新阶
段”“应运用大数据与互联网手段，结合
基础技术以点带面撬动农业金融资本
市场”等新观点、新思想，令人关注。

此次启动仪式的举行，意味着为期
5 个月的财富论坛季正式开启。今年
的大河财富论坛，将应势而动创新办
会，即用多场精品论坛取代集中时间
地点的大型论坛，把论坛举办的时间，
变成“财富论坛季”。延长办会周期，
不仅是基于后疫情时代防控需要，更
是为了提高嘉宾互动质量，务实办会
高效链接。届时，更多精彩的头脑风
暴将开启。③9

——小秦岭生态治理的观察与思考小秦岭生态治理的观察与思考

□栾姗

7 月 31日，中原证券（股票代码：
601375；H股简称：中州证券，股票代
码：01375）发布公告称，公司 A 股定
向增发已圆满完成，以4.71元/股发行
7.74 亿股，募资资金总额 36.45 亿元。
该发行价格相对于发行底价 4.45 元/
股 溢 价 0.26 元 。 这 也 是 中 原 证 券
2014 年 6 月香港上市和 2017 年 1 月
A股主板上市以来，在沪、港两地资本
市场进行的第四次、也是规模最大的
一次融资安排。

参与定增投资者阵容“豪华”
值得关注的是，中原证券此次定

增从7月 1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
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到 7月 16日完成报价，
用时仅半个月，参与定增的各路投资

者阵容更堪称“豪华”。
根据公告，此次共有 18名投资者

获得了中原证券定增股票最终配额。
其中，既有中信证券、国泰君安、中金
公司和中信建投等头部券商，出资金
额11.95亿元、占此次定增募资总额的
32.8%；又有上海高毅资产、上海铂绅
投资、锦绣中和等知名私募机构，其中
仅高毅资产一家就出资5.5亿元、占募
资总额的 15.1%，为本次定增第一大
投资者；阳光资产、中意资产、财通基
金等保险资管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
现有股东平煤神马集团、江苏苏豪控
股集团，地方国资平台河南铁投、河北
国控和湾区产融投资等，也均名列其
中，充分彰显了市场各方坚定看好其
未来发展的信心。

此次定增完成后，中原证券第一
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仍为河南投资集
团和河南省财政厅。此次，河南投资

集团虽然没有参与定增，但此前一直
不断通过港股通增持中原证券的H股
股份，仅今年以来就增持了近 3%，累
计增持近1.1亿股，占中原证券H股的
9%，同样表明了其对公司长期发展前
景的高度认可。

中原证券发展料将加速
据了解，此次定增不仅大大增加

了中原证券的资本实力，也将带动相
关负债规模的增加，按照行业平均杠
杆水平，可为其带来新增运营资金
100多亿元。这将有力促进该公司各
项业务加快发展、市场竞争力提高及
抗风险能力增强。

实际上，近两年受宏观经济形势、
证券市场波动等影响，中原证券发展
遇到了一些挫折，特别是受集中化解
风险、计提减值准备等因素的影响，经
营业绩出现一定波动。为尽快走出低

谷，公司 2018年初提出了“二次腾飞”
的发展目标，多渠道引进了一大批高
端人才，担任公司总裁、副总裁、总会
计师、合规总监、首席投资官等，使管
理团队专业化水平大大提升。随后公
司针对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从当年 4
月份起开始全方位深化内部改革，先
后完成了投行、自营投资、另类投资子
公司、私募基金子公司等绝大部分业
务条线的改革，经纪业务向财富管理
的全面转型也已进入“收官”阶段；同
时公司管理层面以提高精益化管理水
平、提升运作效率、激发内生动力为目
标的各项改革也稳步推进，先后建立
了全面绩效考核体系，完成了全员定
岗定编，实现了包括中后台在内的全
员职级管理，公司职业经理人制度试
点也稳步推进。

可以说，经过历时两年多的持续
深化改革，中原证券主体业务专业能

力大幅提升，合规风控水平也显著提
高，去年实现了分类评价连升五级，公
司“体质”显著增强，为新一轮高质量
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据了解，为抓住定增完成后的发
展机遇，中原证券已多次召开会议专
题研究部署。中原证券党委书记、董
事长菅明军表示，公司发展要坚持“五
个必须”，即，一是必须加快发展，大力
提高盈利水平；二是必须深耕河南市
场，全面提高公司各项业务在河南市
场的占有率；三是必须进一步优化公
司发展空间布局，在巩固上海利润中
心领先地位的基础上，加快布局广深
业务中心等建设；四是必须进一步强
化风险管理，严守合规风控底线；五是
必须大力加强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及
公司党委集中统一领导，形成强大领
导合力。

如何抓住定增机遇加快发展？

菅明军明确提出，要重点抓好八大领
域的工作：一是经纪业务以高度互联
网化为标志，大力深耕河南市场，全面
提升市场占有率；二是投行的加快发
展，特别是进一步明确深耕河南市场
后的巨大潜力；三是一级市场投资特
别是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发达
地区市场的巨大潜力；四是两融业务
加大资金配置，进一步加快发展；五是
上海债券固定收益投资更高质量的发
展；六是权益类自营投资更加审慎的
操作；七是财务结构的优化和融资工
具的调整；八是风险化解力度的加大
和成效的逐步显现。

不难预见，随着此次 A 股定增的
圆满完成，大量资金的陆续到位，中原
证券业务规模将进一步扩大，盈利能
力将显著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也
将大为增强，从而形成新一轮高质量
发展的格局，加快实现“二次腾飞”。

中原证券A股定增成功完成 新一轮高质量发展加速

大河财富论坛首场活动开启

传媒携手金融冲刺“顶端”

“金山”金山变

经过生态治理后的小秦岭又见绿水青山经过生态治理后的小秦岭又见绿水青山 ⑨⑨66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聂冬晗聂冬晗 摄摄

看河南“六稳”“六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