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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通讯员 高帆）5月 1日，
“五一”长假第一天，记者在淅川县马蹬镇白渡村看
到，各种林木绿意葱茏，蓬勃生长，与不远处漫江碧
透的丹江口水库，共同构成一幅自然和谐共生的美
丽画卷，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光。

白渡区域原本是光秃秃的石头山。淅川县投资
8200万元，在这里栽植樱花、海棠、五角枫等观赏林
和软籽石榴、核桃等经济林 2.5万亩，建成环库生态
经济景观带。“如今，石头山变成花果山，白渡已成为
库区石漠化荒山治理的典范、全县生态旅游的新名
片。”马蹬镇党委书记周玉山说。

近年来，淅川县深入践行“两山”理论，将生态建
设与经济发展、脱贫攻坚、旅游开发、城乡建设等一
体化推进，走出了一条生态生产生活“三生融合”的
绿色发展之路。

立足水源涵养面积大、荒山绿化任务重的特殊县
情，淅川县积极创新造林模式，采取肩挑背扛、客土造
林等方式，“十三五”期间累计完成营造林172万亩，
新造林合格面积连续13年位居全省县级首位。以软
籽石榴、杏李等为主的30多万亩林果成为群众“绿色
银行”。全县森林覆盖率达到47.6%，其中环库森林
覆盖率达到52.4%，库区绿色屏障初步形成。

以全域旅游、生态旅游为目标，淅川县整合陶岔
渠首、大观苑、八仙洞、香严寺、坐禅谷等优势资源，按
照5A级标准倾力打造丹江湖旅游区。（下转第四版）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通讯员 杨红梅 郭建立）
“真没想到这么方便！不用跑腿了，用‘网上国网’手
机 APP，就能很快把用电合同签了。”4月 29日，说
起用电在线签约服务，新安县荣达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负责人王支龙连连点赞。

当好“店小二”，服务有温度。除了供电网上签
约服务，这家公司还享受到了县相关部门提供的“一
次办结”服务，即“多证集成、一照通行”营业执照、股
权质押和动产抵押职能融资等服务。

近年来，新安县以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堵点难点
痛点，激发市场活力为重点，用“放”提效率，用“管”提
水平，用“服”提质量，着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优化营商环境是高质量发展的‘命门之穴’。”
县委主要负责人表示，“作为洛阳都市圈的重要组成
部分，新安县致力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场域载体，全
力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塑造‘心安’营商品
牌，真正让企业家‘来到新安、自然心安’。”

健全工作机制，搭建“连心桥”。该县研究制定
了优化营商环境10条硬措施和工作考评办法，开通
企业服务热线，实行县级领导分包企业、首席服务员
制度，定期组织营商环境工作联席会议、服务企业座
谈会，帮助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服务提速提质，当好“店小二”。以承接省市赋
予践行县域治理“三起来”示范县的160项省辖市级
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为契机，（下转第四版）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5月2日，中央
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省交办第
二十五批164个群众举报件，其中郑州市
49件、开封市2件、洛阳市15件、平顶山
市9件、安阳市1件、鹤壁市2件、新乡市6
件、焦作市 12件、濮阳市 4件、许昌市 8
件、漯河市2件、三门峡市8件、南阳市9

件、商丘市8件、信阳市10件、周口市11
件、驻马店市6件、济源示范区2件。中
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河南省协调保障工
作领导小组总协调联络办公室已按程序
交相关省辖市及济源示范区整改。截至
5月2日，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共向我省交办3060个群众举报件。③8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4月 23日，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省
交办第十六批 146个群众举报件，截至
5月 2日，已办结 99件、阶段性办结 47
件，查处和整改情况已按要求进行公

开，具体内容请查阅河南省人民政府网
站、河南省生态环境厅网站，各相关省
辖市党报、政府网站。如对查处和整改
情况不满意，请联系中央第五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组，联系方式见公告。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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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与青年的故事

打好 攻坚战污染防治

●进驻时间
2021年4月7日—5月7日

●专门值班电话
0371—65603600

●专门邮政信箱
河南省郑州市A428号邮政信箱

●受理举报电话时间
每天8：00—20：00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公告

中 央 第 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我省交办第二十五批群众举报件

河南公布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交办第十六批群众举报件办理情况

□本报记者 祁道鹏

集工业风与文艺范儿于一身，兼具
厚重感与小清新，位于郑州市中原区华
山路的“芝麻街·公园里”园区自去年开
园以来，便成为新晋“网红”打卡地，今
年“五一”期间更是人气爆棚。

“‘五一’假期首日客流量超过
4000人次，许多市民慕名前来，在这里
感受历史与现代交融的美妙。”5月 2
日，郑州芝麻街实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孙一哲告诉记者。

“芝麻街·公园里”曾是郑州煤矿机
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煤
机”）的老厂区。芝麻街的名字，也是由

“郑煤机”的拼音首字母 ZMJ演绎而
来，寓意“芝麻开花节节高”。

和郑州棉纺厂、郑州二砂一样，位
于郑州西郊的郑煤机老厂区承载着一
代人的工业记忆。

“后来随着厂区外迁，遗留下来的
老厂房该如何利用，成为摆在我们面前
的一个课题。”郑煤机副总经理付奇说，
当时想着既要把旧的建筑保留，又要使
其焕发新的活力，而不仅仅是被圈起来
的文物。

自2018年起，在保留历史工业遗
存的基础上，郑煤机以建设“零距离创
新产业生活圈+24小时产业价值创造
圈”为目标，着力打造芝麻街这一科创
为主、文创为辅的复合型产业园区，期
望将其打造为集创新创业和游览观光
于一体的平台。

在园区西南侧，一处改造后的厂房
被命名为“中原·国际设计谷”，步入其
中，简洁素雅的桌椅、壁画、书墙，还有
景观式白桦林廊道，充满现代感的内部
空间里集聚了十余家设计类公司。

“这栋改造后的厂房汇集了多家设
计类的上下游企业，在一个物理空间内

形成了小的产业链，互相之间合作碰
撞，激发创新发展的活力。”入驻其中的
上海联创建筑设计公司工作人员说。

目前，园区已入驻滴滴出行、北京
东方雨虹、同济大学中原环保产业研
究院等企业平台92家，涉及工业研发
设计、节能环保、检验检测、信息大数
据等众多领域。

科创氛围浓郁，文化生活气息也
扑面而来。如今，漫步芝麻街，在街角
邂逅一家花店，于一栋老厂房前回溯

历史，在新改建的智慧跑道、篮球场馆
里挥洒汗水，于繁茂挺拔的法桐下追
忆老郑州的点滴往事……

“为历史文脉留存、城市更新改
造、区域面貌提升提供全新的发展路
径，让郑州留住更多的时代记忆。”付奇
说，未来 3到 5年时间里，在更好保存
主体建筑和厂区环境的基础上，要把
芝麻街打造为集产业、生活、景区于一
体的开放式平台，让郑煤机老厂区在
时代的延续中持续焕发新活力。③8

郑煤机“芝麻街·公园里”人气爆棚——

老厂区变身“网红”打卡地

创新红色旅游
打开方式

□夏远望

“红色旅游专列”上，

乘客们用心聆听“红色移

动课堂”里的党史故事；

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地

罗山县何家冲，孩子们通过“军事体验＋

研学旅游”，接受革命教育、涵养爱国情

怀；在安阳红旗渠精神VR体验馆，立体逼

真的数字化模拟场景，让游客仿佛亲临当

年开凿现场，深切感受到先辈们一锤一钎

修建“人工天河”的不易……“五一”期间，

红色旅游迎来“打卡”热，创新多样的体验

方式也让人耳目一新、印象深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史学习教育

“要注重方式方法创新”。一节节“红色车

厢”就是一个个党史教育课堂，一场场研

学体验、VR互动就是一次次心灵洗礼、初

心回眸。“五一”假期，“红色＋绿色”“红

色＋乡村”“红色＋研学”“红色＋科技”等

旅游新业态红红火火，在为人们提供优质

文旅服务的同时，也打开了感悟老区发

展、传承红色基因的新方式、新路径。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党史是最好的

营养剂。百年党史恢弘厚重，其丰富的精

神资源滋养激励了一代代共产党人。百

年党史也是具体可感的，有温度有厚度，

有情感震撼，有思想激荡。创新载体抓

手，讲活党史故事，把红色资源“亮”出来，

让红色旅游更红火，就能带动更多人铭记

光荣历史、坚定理想信念，在“担当起该担

当的责任”中不断建功立业。1

芝麻街入口处，是郑煤机集团研发的超大采高液压支
架。⑨3 本报记者 祁道鹏 摄

品种丰富的植物聚在一起，会形
成良好的绿色生态。不同产业链的
食品企业扎堆，同样能形成完善的食
品产业生态。

4月 30日，走进漯河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记者就看到了这样有趣的现
象：围绕饮料制造，可口可乐与嘉吉相
邻建厂、管道互通，嘉吉生产的糖浆直
接输送到可口可乐的车间，实现物流零
成本；围绕肉制品加工，食品辅料园生
产的淀粉、香料调料等产品，不出园区，
直接供应双汇、卫龙食品等需求大户。

放眼漯河，依托广阔的特色种植
基地和不同的食品类专业园区，食品
产业之间链链相通、要素之间环环相
扣，集群发展延伸了食品产业链条。

纵向来看，漯河市引导雪健面
业、中粮面业等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牵头组建小麦产业化联合体，促进市
农科院和小麦育种专家、小麦专业合
作社以及种植大户、粮食仓储企业、
面粉加工企业、面制品生产企业等实
现多层面深度合作，构建“种植—加
工—流通—餐桌”的全产业链；横向
梳理，漯河市各县区依托食品类专业
园区，促进食品产业加快向装备制
造、造纸及金属加工、生物医药、盐化
工、物流、动物饲料等关联产业延伸。

“粮头食尾、农头工尾”，“纵横贯通、
无缝衔接”。漯河“食品+”工程，助推全
市绿色食品产业生态逐步完善丰满。

近两年，网红零食“卫龙辣条”深受
青少年青睐，更是登上了美国奢侈食品
榜单。靠的是什么？“创新发展提升价值
链。”卫龙食品董事长刘卫平直言不讳。

在卫龙食品，最抢眼的是占地
900多平方米的先进研发中心，各种
专业检测仪器一应俱全，研发人员全
神贯注、配合默契。 (下转第四版）

““三链同构三链同构””擎起国际食品名城擎起国际食品名城漯河

局新语开
从首家“中国食品名城”到

建设“国际食品名城”，一字之

差，视野观念凸显。漯河市依

托食品产业集中度高、体量大、

名企多、链条长的优势，大力实

施“食品+”工程，以集群发展延

伸产业链，以创新发展提升价

值链，以融合发展打造供应链，

推动食品产业迈向中高端，致

力打造全国领先、世界知名的

国际食品名城。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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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

我们这样干

□新华社记者 黄玥 高蕾

一个国家的进步，镌刻着青年的足
迹；一个民族的未来，寄望于青春的力量。

跨越半个世纪，从沟壑纵横的陕北高
原一路走来，习近平总书记深知青年的渴
望，格外关心青年的成长。与青年通信，
同青年谈心，参加青年活动，常把青年记
挂心间。深情嘱托、诚挚盼望，为青年在
奋斗前行的道路上点亮航标、指引航程。

尺素传情，真情流露

写信，是习近平总书记同青年交流

的方式之一。
时隔 30多年，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曹兵海仍然记得 1983年 12月的一天，
他和其他几位河北农业大学正定籍的
同学一起读信时的感动。

信，来自时任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
同志。

“农村迫切需要农大学生，农大学
生同样也离不开农村。可以说，家乡的
40多万父老乡亲都在翘首以待，盼望
着你们早日以优异成绩成就学业，为祖
国的四化建设挑梁扛柱，竭智尽才。”字
里行间，满是求贤若渴的期盼，满是对

异乡负笈人的牵挂。
信的落款一句“你们的同志 习近

平”，拉近了家乡书记同远方学子的心。
受到习近平同志的真情感召，河北

农业大学 1984届至 1987届正定籍 51
名大学生中有一多半人回到正定工作。

当年陆续回乡工作的大学生，如今
已在当地农业、畜牧、林业等一线部门
独当一面，他们中还走出了多位石家庄
市、河北省乃至全国的专家。

一封封书信，一段段寄语，记录着
习近平同志求才思贤的真情。

（下转第四版）

看河南看河南

“ ”开新局奋力实现

②临颍县三家店镇边刘村 5G智慧辣椒种植基
地。 本文配图均为本报资料图片

①中国（漯河）食品博览会吸引国内外客商纷至
沓来，一些与会者正在品尝食品。

①①

②②

黄河文化之旅

红色旅游在“五一”假期迎来高峰，游客纷纷来到红色景区接受党史学习教育。图为5月 2日游客在红旗渠风景

区，偶遇网红“修渠人”。⑨3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摄

□本报记者 卢松
本报通讯员 张晓甫

“五一”假日第二天：

各地忙而不乱有序迎客
5月 2日，我省持续迎来客流高峰，多家景区先后发布限流公告，引导

游客错峰出游。卢氏、栾川、新县、林州等旅游强县（市）继续领跑，以优质的
服务、丰富的旅游产品，从容应对大客流。

@放假的你，
这 里 有 一 份
“五一”出行游
玩攻略，请扫
码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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