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类违法违规行为

●未批准水土保持方案先行建
设的
●水土保持方案发生重大变更
未经批准的
●未按照方案实施防治措施的
●未按照方案开展水土流失监
测的
●未通过验收即投入使用的
●未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的

重点严处

制图/周鸿斌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10 月 5
日，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黄河流
域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专项整治
近期启动，对黄河流域 2011年以来
已建和在建生产建设项目进行整
治，以有效防止人为水土流失。

省水利厅印发了专项整治行动
实施方案。方案提出，此次行动要以
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为指导，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严肃查处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
违法违规行为。通过专项整治行动，
使我省黄河流域生产建设项目做到依
法开展，以有效防止人为水土流失。

据介绍，人为生产建设活动引
发的水土流失已经成为影响生态文
明建设的突出因素。此次行动的整
治范围为黄河流域涉及的郑州、开
封、洛阳等 9个省辖市和济源示范
区，涉及 54个县（市、区），整治对象
为 2011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土保持法》施行以来已审批和
应当审批水土保持方案的已建、在
建生产建设项目。

专项行动分为部署启动、清理
排查、集中整治、抽查复核四个阶
段，整治行动将于明年 8月底全面
完成。③9

针对黄河流域生产建设项目

我省开展水土保持专项整治

乐享假日乐享假日 祝福祖国祝福祖国

HENAN DAILY

中共河南省委机关报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 41—0001 邮发代号：35—1
第25195号 今日4版

2020年 10月 日
星期二 庚子年八月二十

6
河南日报客户端

安
阳
县

优
化
环
境
产
业
兴

本报讯（记者 任国战 通讯员 李
昌奇）10 月 4日，位于安阳市城乡一
体化示范区的河南日星智能装备公司
车间里，机器飞转，工人忙碌。“公司产
品远销海外，最近客户催得紧，国庆长
假期间，我们不得不组织员工轮流上
岗，加班加点生产。”公司董事长刘军
飞既兴奋又抱歉地说。

刘军飞告诉记者，公司落户安阳
县后，从项目奠基、设备安装到产品下
线，一路走来都很顺利，“在一期投资
3000万元的基础上，今年我们还将追
加投资2000余万元，进一步扩大生产
规模”。

据了解，像刘军飞这样有增资意
向的企业家，在示范区为数不少。

作为安阳市产业转型升级的先导
区，近年来，特别是在与安阳县行政套
合后，安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集聚
了通用航空、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电
子信息等一大批新兴产业，初步形成集
群发展态势。为化解疫情对市场主体
增速的影响，今年以来，安阳县以更大
力度的“放”、更优质的“服”，持续激发
市场主体活力，推动构建县域经济新发
展格局。

“环境优不优，服务好不好，投票
权握在企业家手里，企业发展计划、投
资项目增减就是他们最好的回答。”安
阳县委主要负责人说。

为了使企业招得来留得住发展
好，安阳县推行“企业开办一日办结
工作制”；不动产登记实现一般登记
3个工作日、抵押登记 2个工作日、查
封注销登记立等可取；工程建设项目
全流程审批时限由 100 个工作日压
缩至 50 个工作日；政务服务事项全
部实现“最多跑一次”。（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李虎成 代娟）
几天前，获嘉县位庄乡行政执法大
队队员在辖区巡逻时发现，城市规
划区内忽然冒出了临时搭建的违
章建筑，部分村民正在施工。乡执
法队员立即上前，先提醒、再警示，
将违章建设化解在萌芽状态。

“乡镇工作事多人少权小，这事
儿要搁以前，我们即使看见了也无
权管理。”10月 4日，位庄乡乡长祝
贺说，“乡镇综合执法体制改革像一
支指挥棒，在下沉权力和人员的同
时，也压实了责任。现在如果我们
再坐视不理，将来就会追究我们的

责任。”
2019 年 6 月以来，为建立权

责统一、权威高效的综合行政执法
体制，获嘉县以乡镇机构改革为契
机，实施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建立了县、乡、村、组“四位一体”
的网格执法运行机制，有效解决了
乡镇普遍存在的“责大权小、事多
人少、看得到管不着”等基层治理
问题，打通综合行政执法“最后一
公里”。

“过去一到乡镇工作，可能一
辈子都出不去，乡镇干部千方百计
都想往县里调。如今，县里选拔人

才、任用干部都要从乡镇遴选，干
部能上能下，灵活流动，大家看到
了希望，越干越有劲。”从获嘉县大
数据管理局下沉到照镜镇行政综
合执法大队的孟令军说。

“以前基层工作难干，不仅仅
是活儿多，而是很多工作游离在
法律边缘，我们光有责没有权。
现在县里向乡镇执法放权赋能，
我们有责更有权，腰板硬了，执法
更顺了。”亢村镇镇长孔庆熙说，

“乡镇行政执法直接与群众打交
道，我们大力推行柔性执法，以规
范劝导为主。（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杨晓东 祁道
鹏 通讯员 宋超喜）秋高气爽，施
工正忙。9月 30日，行走在新蔡县
产业集聚区，所到之处塔吊林立、
机器轰鸣，处处涌动着项目建设热
潮。

“前不久，总投资 10亿元的亚
特（中原）专用汽车产业园项目新
落户这里。”新蔡县发展改革委主
任王卫华告诉记者，该项目全部投
产后，年可缴税 2亿元以上，能解
决就业岗位 2000个，并带动机械
加工、汽车服务等产业发展。

今年以来，新蔡县克服疫情影
响，扎实做好“六稳”“六保”工作，
相继招引一批科技含量高、发展前
景好的优质项目。熙泰科技、龟鹿
药业等项目相继竣工投产，中艺国
际户外产业小镇等重点项目也有
序推进。仅前 6个月，就累计完成
重点项目投资126.8亿元。

牢固树立“工业兴县、工业强
县”理念，新蔡县以项目建设为抓
手，不断提升城市颜值、着力增进
民生福祉，一幅高质量发展新画卷
正徐徐展开。

建设生态水城，打造秀丽田
园。今年，新蔡县进一步加大投资
力度，建成水系联通一期工程、路
网畅通工程、水韵天街等一批重
大城建项目，中心城区建成区面
积由 25平方公里扩大到 33.03 平
方公里。49.2 公里的水系联通一
期工程建成后，蓄水成景的五个
湖泊如绿色翡翠一般点缀新蔡，
城市“颜值”“气质”不断提升，城
市服务功能不断完善，生态宜居
优势越发凸显。

（下转第三版）

□本报记者 郭戈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秦川

10月 5日，在鹤壁市浚县黎阳故城遗址森林公园项
目现场，近百名工人热火朝天推进着水系、微地形及道路
基础设施建设。自春季开工以来，该园已完成1500亩景
观绿化工程，植树8万多株。

“在全力做好遗址保护基础上，我们依托浚县丰富
的黄河文化资源规划建设了民俗博物馆、曲艺文化园等
人文景点，赋予森林公园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浚县自
然资源局副局长申海安说。

浚县古称黎阳，黎阳故城是浚县从西汉至北宋时期
城池所在地。该城因黄河而兴，北宋时，黎阳城又毁于
黄河水患。

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浚县不但地处黄河故道，
同时又位于大运河文化带核心区，两条文化长河在这里
交织相融，孕育出灿烂的地域文明。

从黎阳故城遗址森林公园向西行进约 1公里，即抵
达世界文化遗产浚县黎阳仓遗址。近12万平方米的保
护区内分布着152座仓窖，一个个巨大的玻璃钢罩将仓
城、护城河、漕渠等历史遗迹完整保护。

“自古就有‘黎阳收，固九州’的说法。作为黄河以
北、大运河永济渠沿线规模最大的国家官署粮仓，黎阳
仓代表了隋唐时期最先进的粮食储存技术水平，见证了
黄河文化、大运河文化的兴盛和繁荣，同时也是展示古
代农耕文明的鲜活载体。”浚县文旅局文物科副科长张
银波说。

紧抓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大运河文
化保护传承利用两大国家战略机遇，今年以来，鹤壁将
黄河文化与大运河文化有机融合、统筹推进，围绕大运
河、黎阳仓遗址等历史遗存和泥咕咕、民间社火等文化
资源谋划实施项目，实现科学保护与传承利用良性发
展。

“黄河泥质地细腻、可塑性好，是制作泥咕咕最好的
原料。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才能捏出泥咕咕的形和
魂。”10月 4日，在浚县伾山街道西杨玘屯村，村民宋庆
春在视频直播中展
示着自己的泥塑技
艺。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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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彩路上，你我这样走过

◀鹤壁非遗传承人宋楷战在制作
泥咕咕。⑨3 郭戈 张志嵩 摄

新蔡县 抓好项目活力旺

获嘉县 执法下沉干劲足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10
月 5日，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
发布消息，“双节”假期首日出行
高峰创新高，群众错峰意识明
显，京港澳高速公路、连霍高速
公路等主干高速公路通行压力
大。现在假期过半，高速警方发
布返程预警，提醒广大驾驶员避
开假期最后一天 10月 8日下午
返程高峰，提前返程、错峰返程。

今年假期出行特点是：一是
假期首日出行高峰再创新高，
10月 1日全省高速公路车流量
达 303.2万辆，与去年同期相比
增长 16.7万辆。二是提前出行
车流量增长明显，群众错峰意识
明显。与去年相比，群众出行意
愿强烈。9 月 30 日，全省高速
公路车流量增长明显，与去年同

期 相 比 增 长 56.6 万 辆 ，上 升
33.7%。三是假期行车与雨雾
天气叠加，对群众假期出行影响
大，从假期前半程全省高速公路
车流量看，受天气影响，10月 2
日、3日车流量有所下降。四是
返程车流量将更集中。今年假
期车流量“两头高、中间低”的波
状特点明显，预计假期最后两
天，特别是假期最后一天下午车
流量将会骤增。

高速警方提醒，返程前一定
要提前了解天气情况和高速公
路路况，确保车况良好，油料充
足，行车前设置好导航，驾乘人
员都要系好安全带；还可通过

“河南高速公安”微博微信
了解实时路况信息，合
理规划返程路线。③9

自驾返程看这里！图① 嵩县木札岭景区迎来今年秋冬季节第一场雪。⑨3 黄红立 摄

图② 西峡老界岭飘下了密集的雪花，为近十年来该地区降雪最早的一年。⑨3
孟向东 封德 摄

图③ 游客在雪中的天河大峡谷景区拍照留念。⑨3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

娜 供图

①①

②②

③③

10 月 5 日，由于受冷
空气和近期连续降雨天气
的影响，我省多地景区迎
来今年秋冬季节第一场
雪。积雪刚刚覆盖地面，
没有对游客观光造成太大
影响，反而受降雪“红利”

的影响，游客数量略
有 增 加 。 （本报记
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
员 封德）

10月5日，游客在光山县泼陂河镇钟鼓楼亲子乐园景区游玩。⑨3 谢万柏 摄

万众一心 加油干

10月 4日，三门峡市百里黄河生态廊道游人络绎不绝。近年来，当地
开展黄河滩涂综合治理工作，极大地改善了沿岸地区生态环境。如今，这里
已经成为市民和游客休闲出游的好去处。⑨3 杜杰 摄

高速警方提醒提前返程错峰返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