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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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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新局奋力实现

河南保税物流中心一季度进出口交易额同比增长266.32%

“网上丝路”加速畅通“双循环”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回眸党史，
一起聆听党史上的今天……”每天早上
8点半，新密市新华路街道杨寨村广播
站的大喇叭准时响起，播出的党史故事
吸引村民们纷纷驻足倾听。

记者 4月 18日获悉，在郑州市，涌
现出很多像“乡村大喇叭”这样的学习
教育方式，如“小板凳宣讲会”“小院党
史讲堂”等。宣讲员们走进社区，用“乡
味乡音乡情”讲好党的历史，推动党史
学习教育接地气、有温度、见实效。

郑州作为“二七名城”，红色历史源
远流长，拥有二七纪念塔、二七纪念堂、
豫西抗日根据地等红色资源，出现过任
长霞、樊树锋等一批英模人物。在党史
学习教育中，该市充分发挥丰富的红色
资源优势，大力弘扬“二七精神”等，努
力将其转化为加快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的强大精神动力。

郑州市通过召开座谈会、深入基
层调研、依托网络“心通桥”栏目征集
意见等多种形式，精准对接群众的利
益诉求和所想所盼，重点围绕化解信
访突出问题、优化营商环境、破解城市
建管难题、办好民生实事、推进乡村振
兴、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等 6个方面，谋
划实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着力解决一批群众急难愁盼的热点难
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郑州市还把黄河文化月与庆祝建
党 100 周年和党史学习教育结合起
来，举办中国（郑州）黄河合唱周、“三
座城三百里三千年”重走红色精品线
路、黄河文化主题艺术沙龙、“建党一
百年，万里走黄河”等系列活动，充分
展示中国共产党治理黄河的辉煌成
就，讲好黄河故事。③8

本报讯（记者 李运海）4月 16
日，记者从省自然资源厅获悉，全省
易地扶贫搬迁累计拆除旧宅基地
1.91万亩，复垦1.19万亩，生态修复
1.03万亩，复垦复绿任务全部完成。

为解决“三山一滩”地区“一方
水土养不好一方人”的难题，我省大
力推进易地扶贫搬迁。2016年以
来，全省累计投入资金156亿元，新
建安置住房7.7万套，将分散在442
个乡镇、4145个村的 25.97万名深
山群众搬到870个集中安置点。

贫困群众搬迁后，我省抓住
“拆”和“耕”两个关键环节，全力
推动旧房拆除和旧宅基地复垦。
旧宅基地复垦后，我省对复耕的

土地遵循原土地权属不变的原
则，交原权属集体组织进行使用
管理，并根据实地情况找专业部
门设计规划，配套水利设施，既增
加了群众的土地耕种面积，又美
化了村容村貌。

全省各地结合自身特色，能发
展乡村旅游的旧村落积极发展乡
村旅游产业，很多地方成为旅游打
卡地。嵩县九店乡石场村到处是
石屋石房、石院石墙，村民搬迁后
地方政府对旧房按古村落改造，成
为国家3A级景区。卢氏县官道口
镇新坪村河沟村民组 28户群众搬
迁后，老村庄被打造成民俗村落，
村民享受入股分红。③5

本报讯（记者 谢建晓 河南报
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4 月 18日
上午 10时许，在天津市河西区文
化中心地铁站，安阳市市长袁家健
宣布：天津、北京、郑州3地 8列“安
阳”号地铁专列发车。

当日，北京地铁 1、7、9号线，
郑州地铁 1、5号线，天津地铁 1、6
号线共同迎来“安阳”号专列，乘客
在车厢内就能欣赏到大美安阳的
迷人风光。

天津发车仪式后，记者登上
“安阳”号地铁专列，发现每节车厢
的主题各有不同，车内空白处张贴
着殷墟、红旗渠、林州太行大峡谷
等安阳著名景区的文图介绍。

为吸引更多游客到安阳旅游，安
阳市委市政府还给当地市民附赠了
惠民“大礼包”。在天津“安阳”号地
铁专列里，随处可见一个微信二维
码，市民扫码就可免费抽取一张安
阳A级重点旅游景区门票。

“开通‘安阳’号地铁专列既是
方便市民出行的重要举措，也是安
阳对接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的具体行动。”袁家健说。

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
李茁表示，安阳和天津同为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此次开通“安阳”号地
铁专列，将吸引更多天津旅游企业
和市民到大美安阳领略别样风情，
推动两地文化旅游深度合作。

“以前只知道安阳有甲骨文，
今天坐地铁才了解到安阳有这么
多旅游资源，我一定要带孩子去安阳
看一看。”天津市民王女士用手机扫
码，抽取到一
张林州太行大
峡谷的免费门
票。她表示要
转发到微信朋
友圈，邀请亲
朋 好 友 一 起
去。③9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人生病了
去医院，土壤“生病”了该咋办？4月
18日，一所“老区土壤医院”在郑州
高新区国家大学科技园揭牌成立，
这是全国第一家服务老区土壤治理
与保护的专门机构，让“生病”的土
壤也可以得到全面系统的诊治。

老区土壤医院是中国老区建
设促进会、省老区建设促进会与河
南耕地质量保育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共同打造的公益平台，目的是助
力提升老区耕地质量，促进农民增
产增收，推动老区乡村振兴。全国
人大代表、河南耕地质量保育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党永富担任老
区土壤医院院长。

在该院 1000多平方米的实验
室里，安装着各式各样用于化验和
检测的专业设备，从最基本的 pH
值到复杂的物理、化学性质，从大

家熟知的氮磷钾到其他多种营养
成分，从农作物农药残留到重金属
含量，都可以进行测量和分析。医
院还专门建设了微生物实验室，土
壤里的小生命活得咋样，也有办法
检测。

党永富表示，老区土壤医院将
致力于技术研究和大块土地的整
体施治。今后要逐步建立各项指
标数据库，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制定
土壤健康标准，以便对土壤进行体
检、对症治疗。老区土壤医院是开
放 性 科 研 平
台，将联合相
关高校、研究
单位和企业，
一 起 为 解 决
土 壤 问 题 提
供 最 佳 方
案。③8

全国第一家老区土壤医院在郑州成立

土壤“生病”了也可送医

全省易地扶贫搬迁旧宅基地复垦复绿全部完成

复垦1.19万亩
生态修复1.03万亩

“安阳”号地铁专列开进京津郑

守正创新 党史学习教育更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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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8日，市民在流经尉氏县邢庄乡七里头村的贾鲁河岸跑步游玩。
近两年来，尉氏县大力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极大改善了人
居环境。⑨6 李新义 摄

今年一季度

河南保税物流中心跨境电商

进出口交易额完成

38.51亿元
同比增长266.32%

我省“网上丝绸之路”
实现首季“开门红”

其中出口交易额占

92.5%
达到35.66亿元
同比增长43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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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延辉）4 月 18 日，
记者从河南保税集团获悉，今年一季度，
河南保税物流中心跨境电商进出口交易
额完成 38.51亿元，同比增长 266.32%，
其中出口交易额占92.6%，达到35.66亿
元，同比增长 436.44%，助推河南“网上
丝绸之路”实现首季“开门红”。

“作为中国（郑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
试验区核心区、跨境电商‘1210’监管服务
模式诞生地和跨境‘O2O’自提模式发源
地，河南保税物流中心持续在创新上求突
破，不断擦亮对外开放‘河南名片’。”河南
保税集团总裁徐平介绍，今年以来，河南
保税物流中心以创新打通道、以通道聚产
业，进一步夯实了E贸易核心区产业生
态；以物流拓渠道、以渠道固业态，推动跨
境电商从物流“过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跃
升；全球跨境电商供应链体系初步构建成
型，有效提升了资源协同调度和优化配置
能力，加速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产业生态有了新发展。目前，河南
保税物流中心内海关备案企业达 1217
家，跨境电商业务辐射全球 200个国家
和地区；“中大门”保税直购体验中心集
聚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万余种
商品。随着跨境电商进口药品和医疗器
械试点的获批，医药交易特色产业将进
一步培育壮大。

“买卖全球”有了新内涵。河南保
税集团积极开展跨境电商包机业务，从
2020年 4月开始，相继开通郑州至欧洲
列日、美国洛杉矶和纽约 3 条航线，目
前已累计飞行 620架次、货量累计 5万
吨、贡献进出口额 93亿元；今年第一季
度共飞行 70 架次、空运货物超过 1 万
吨、进出口贸易额近 23亿元。此外，今
年 3月份，联合河南邮政集团推出邮政
新专线产品，为国内出口企业提供全球
门到门“一站到家”服务。针对青田食
品进口、义乌小商品出口量身定制“产

业基地+交易平台+中大门快递物流”
模式，推动河南跨境电商从物流“过道
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变。

跨境供应链“朋友圈”有了新拓展。
目前，河南保税集团已在南宁、贵阳、呼
和浩特、乌鲁木齐、银川、福州、义乌、深
圳等地建立物流园区和商贸交易中心，
物流仓储面积已近 300万平方米、商业
面积近 80万平方米；境外在欧美设立 8
个海外仓，初步搭建起全球跨境电商供
应链体系。

“物汇中原，E贸全球。”徐平表示，
下一步，将加快推动跨境医药试点
实施方案获批和业务开展，探索农
副产品的跨境电商发展新
模式，为建设内陆地区开放
高地、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
作出更大贡献。③9

科研人员在对农作物进行检测分析⑨6 本报记者 蔡迅翔 摄

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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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漫滩水库

名片

石漫滩水库位于淮河

流 域 洪 河 支 流 滚 河 上 ，是

新中国在淮河流域最早修

建成的大型水库。石漫滩

水库工程于 1993 年 9 月开

工复建，1998 年 1 月竣工并

投入使用。大坝控制流域

面积 230 平方公里，总库容

1.2 亿立方米，工程总投资

2.56 亿元，是一座以防洪除

涝为主，兼顾工业供水、养

殖 、旅 游 等 综 合 利 用 的 大

（Ⅱ）型水利工程。大坝为

全 断 面 碾 压 混 凝 土 重 力

坝，坝顶高程 112.50 米，最

大坝高 40.5 米，坝顶宽 7.5

米，坝长 645 米。2016 年 9

月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开工

建设，2020 年 9 月除险加固

工程通过竣工验收。③4

上图 石漫滩水库⑨ 6
曲帅超 摄

石漫滩石漫滩：：
新中国治淮第一坝新中国治淮第一坝

追寻初心 中原印记

本报讯（记者 王映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张晓静）4月 18日，省
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周霁到乡村振
兴和党史学习教育联系点濮阳县
调研，强调要把党史学习教育与为
群众办实事紧密结合起来，切实把
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造福群
众的生动实践。

周霁先后深入濮阳县黄河滩区
居民迁建县城安置区二期、濮阳县
庆祖镇西辛庄村电商产业园和农村
党支部书记学院，详细了解党史学
习教育、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
接乡村振兴等工作情况，并与濮阳
县、乡、村部分党员干部座谈交流。
他指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要从我
们党务实为民的百年历史中汲取前

进的智慧和力量，学史明理、学史增
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
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牢牢把握为
群众办实事这个着力点，确保党史
学习教育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

周霁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用心学习、
用情领悟、用力落实，树牢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从事关群众切身
利益的问题入手，奔着问题去，奔着
解决问题去，与群众想在一起、干在
一起，不怕吃苦，更不怕吃亏，多解
决具体问题，着力为群众办实事、解
难题，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
实把实事办好，不断改善和提高人
民群众的生活品质。③8

学深悟透 关键在做 把党史学习教育
成果转化为造福群众的实际成效

□本报记者 高长岭

4 月 12 日，记者来到舞钢市，寻
访新中国治淮史上第一座建成的大
坝——石漫滩水库大坝。

“现在水库蓄水位超过了海拔 107
米，我们正在开闸泄水。工人们也会对
闸门进行汛前检修保养。”在大坝启闭
机房内，石漫滩水库管理局党支部书记
余勇泰对记者说。

大坝建成最早

在水库大坝北侧，竖立着“治淮第
一坝”标牌。

1950年夏，新中国刚刚成立，淮河
流域遭遇暴雨。大水造成4000多万亩
土地受灾，灾民 1300多万人。两个月
内，毛泽东主席就淮河救灾和治理批示
了 4次。当年 10月 14日，政务院颁布
《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

石漫滩展览馆内，一件件实物、一
幅幅图片，记述着石漫滩水库的辉煌和
波折，也反映着共产党人的为民初心。

“1951 年 4月 1日，石漫滩水库开

工兴建，距今正好 70周年。”石漫滩水
库管理局副局长苏社教说，当时建坝全
靠群众肩扛手提，最高峰时投入民工
4.2万人。当年 7月 24日，水库竣工投
入运行，成为新中国在淮河流域上建成
的第一座水库。

被誉为“淮北三杰”

1975年8月7日，暴雨如注，当天18
时以后的6个小时内，降雨量超过860毫
米。8月8日0时30分，石漫滩水库大坝
垮坝。震惊世界的“75·8”洪灾，冲垮了
板桥水库、石漫滩水库等62座水库。

1991 年江淮洪水后，国务院召开
治淮治太会议，决定将石漫滩水库工程
列入治淮重点工程项目。1993年 9月，
复建工程开工，1998年 1月通过竣工验
收并投入使用。

“相比冲决前的原有大坝，复建后
的大坝更加坚固，均质土坝改为了碾压
混凝土重力坝。”余勇泰分析，水库调蓄
洪水能力明显提高，泄洪能力从每秒
390立方米提高到现在的每秒 3927立
方米；水库设计标准也随之提高，原来
应对洪水为 50年一遇，现在是 100年
一遇，库容从0.944亿立方米提高到1.2
亿立方米。

去年，在应对淮河流域洪水中，石
漫滩水库保持高水位运行，与田岗水库
联合运用，避免了下游蓄滞洪区开闸分
洪，直接避免经济损失 2亿元，再度发
挥了拦洪削峰作用，与板桥水库、燕山
水库一起，被水利部誉为“淮北三杰”。

水让城市更美

“守一方水土，护一方安澜。”石漫
滩水库管理局局长魏恒志说，石漫滩水
库除了防洪除涝外，还具有工业供水、
旅游、养殖等功能，为当地经济和社会
发展提供着有力支撑。

2001年石漫滩水库被水利部批准
为全国首批“国家水利风景区”，2009
年当选“河南省十大最美丽的湖”。水
库每年可向舞钢市提供工业及城市生
活用水3300万立方米。

舞钢市近年来依托石漫滩水库大
力发展旅游业，二郎山旅游风景区就是
其中的代表。“山、水相得益彰。我们开
发了亲水游线路，竹筏漂流、龙舟竞赛、
喊泉等项目让游客流连忘返。”二郎山
景区常务副总经理张培娟说，景区年接
待游客 70万人次，带动周边群众 8000
多人就业，一方群众依托优美的水生态
吃上了旅游饭。③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