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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郑州 7 月 20 日电(记者孙志平、
双瑞)开封曾是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之一，传世
名作《清明上河图》定格了一千多年前的盛
景。新中国成立后，开封是河南重要的工业基
地，却在此后的发展中落伍。统计资料显示，
从 1993 年到 2003 年间，开封经济水平 10 年
未增长，财政收入徘徊在一两亿元。全省 18
个地市中，开封最差时排名 16位。

“这几年最大的变化是，开封人的自信又
回来了！”河南开封市委书记吉炳伟说，而“药
方”就是对文化基因的挖掘。

文化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透过一座城市的细节能追溯七朝古都
的历史，能唤起对宋词等艺术形式的追索，我
想也只有开封了吧。”几天前，游客“徐叉叉”
写下这样一句评论。

近几年，开封收到越来越多类似的反馈。
漫步开封街头，仿佛一幅宋韵流转的画

卷在眼前铺开。老城区建筑一派新宋风，按规
定“限高 15 米、灰色基调、宋式仿古”；2 . 5 公
里长的大宋御河，串联起包公湖、龙亭湖等标
志性景区；以传世名画为蓝本的清明上河园
内，斗鸡、喷火、汴绣等民间技艺，再现浓郁的
宋代民俗风情；珠玑巷、双龙巷这些曾湮没在
岁月中的显赫地名，现在成为既承载千年沧

桑、又充满活力的街区……
一组数字印证了这幅画卷的吸引力。

2016 年，开封全年接待游客 5080万人次，旅
游收入 398 . 6 亿元，分别增长 13 . 1% 和
6 2 . 6 % ；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GD P 比重
5 . 6%，居全省第二位。

“开封厚重的文化底蕴正转化为强大的
发展动力。”开封市长侯红表示，通过挖掘沉
睡的文化资源，不仅催生了包括《东京梦华》
实景演出在内的一大批文化产业项目，还培
育出许多新业态、新模式，“文化成为开封新
的经济增长点”。

深挖文化打开城市发展新空间

头顶“九朝古都”的光环，有 2700 多年
建城史，开封的地面文化遗存却寥寥无几。
6 次被黄河水没顶，留存的古迹只有“铁塔
一根棍，龙亭三间房”。怎么激活看不见的
文化基因？

2006 年，开封编制《宋都古城风貌保护
与重现工程规划》，从保护重点文物和规范建
筑开始，划定城市的发展风格。之后打造宋都
古城文化产业园区，将文化资源统一包装，“全
城一景”的宋文化主题公园形象逐步凸显。

随后，包括御河、鼓楼街、汴西湖在内的
“一河两街三秀”“一湖两巷三园九馆”等一大

批文化产业项目陆续落地。通过深挖文化
元素，开封摸索出文化为魂、旅游为体、商
业为力的“文商旅”一体发展模式，打开了
城市发展的新空间。

“一些地方在文化建设中出现过‘面
子工程’，往往会烂尾或变成赝品，但开封
的文化项目做一个活一个，这源于对文
化的敬畏和保护。”曾任宋都古城文化产
业园区党工委书记的开封市常务副市长
秦保强说，产业能做多大走多远，取决于
对文化内涵挖掘的深度和广度。

清明上河园就是一个鲜活案例。这座
复制《清明上河图》的宋文化实景主题公
园，开园时饱受质疑，“造假文物”的唱衰论
调不绝。随着大型实景演出《东京梦华》的
问世，岳飞枪挑小梁王等脱胎于宋代故事
的民俗剧目演出，吹糖人等 30 多项非遗和
民俗项目活跃于勾栏瓦肆间，打造出一幅
流动的宋代市井文化图景。

10 多年来，清明上河园的全年游客接
待量从运营初的 30万人次增加到 2016 年
的 278万人次，净利润超过 1 亿元，是游客
到开封必去的地方。

“让冰冷的历史温润起来。”清明上河
园副总经理夏汉琴说，清明上河园不同于
文物古迹，是通过挖掘和创意文化来满足
游客的精神文化消费需求。

文化引领古都复兴

文化基因的唤醒，为这座经济长期不
开“封”的城市带来了新活力。

2017 年初，总投资约 1000 亿元的恒
大童世界项目落户开封运粮河畔。这个集
文化旅游、生态休闲、商业服务为一体的大
型综合体项目，将促使开封加快培育壮大
新的经营业态和模式。

“项目之所以选择这里，开封的文化优
势是主要原因之一。”吉炳伟感慨，把文化
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又把经济资源转化
为促进城市转型的动力，这让开封人更加
自信了，“文化成为古都复兴的新引擎”。

占地约 6000 亩的汴西湖，是开封近几
年着力打造的生态文化项目，分为生态湿地
体验、历史文化演绎等 6 大功能区，沿岸规
划建设 10 多处体现大宋文化的园林古建。
短短几年间，汴西湖所在的新城区，平均地
价已从每亩 80万元飙升至 500多万元。

城建、旅游、餐饮……开封的文化元
素与越来越多的产业深度融合，释放出
强大的发展动力。2005 年至 2015 年，开
封的财政收入增长了 7 倍，去年达 113
亿元。过去留不住人的开封，也正成为
“值得人留下来慢慢品味”的城市。

“开封人的自信又回来了”
河南开封文化引领城市复兴观察

新华社昆明 7 月 20 日电(记者刘红霞)
协会主要负责人吃“皇粮”、办公地点设在市
场监督管理局、半年收取会费近百万元……
国务院第十六督查组工作人员近日前往云南
省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明察暗访，发现一
个“红顶协会”。

从昆明出发，朝东南方向冒雨驱车近两
小时，督查组人员 18 日下午 4时 20 分左右
到达石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由于火把节放
假，办事大厅前台电脑屏幕关闭，没有工作人
员在场。楼层总索引台显示，202室为“个私
协会”，即个体私营经济协会。

稍后赶到的石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
局长李云春介绍，县个私协会 2005 年成立，
是经石林县民政局登记批准、由县市监局业
务主管的社会团体，主要业务是维护个体私

营企业合法权益，引导个体私营企业正常发
展。石林县市监局局长兼任该协会法人及会
长，2 名副局长兼任协会副会长，协会 9 名
成员(1 人已退休)均为挂靠原县工商行政管
理局的事业编制人员。

“也就是说，你们既代表政府为企业盖
章，又代表协会向企业收费。如果会员不交年
费，你们岂不是有很多手段卡他们？”督查组
人员问道。

督查组人员的疑问，源于石林群众的诉苦
电话。石先生经营一家小型养殖场，他说会费
一般都是在 6月底前、也就是企业年检的时候
缴纳，“我也不想交，但是不交办不了事。”

石先生所说的年检，在 2014 年 3月 1 日
已经正式停止，改为年度报告公示制度。个私
协会工作人员承认，大部分会费确实是在每

年 6月底前收取，但坚称不会因为不交费
而阻碍企业办理年度报告公示。

根据该协会章程，个人会员每人每年应
缴纳 60元会费，企业会员按注册资金缴纳，
不超过 2000元。但督查组人员仅查看几本
票据册便发现数张超过 2000元的单据，协
会人员支支吾吾无法解释。经查，该协会已
有个人会员 9762个，企业会员 2687个。

督查组人员从协会会员名单中随机选
取几人并拨打电话，出人意料的是，有些个
人会员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加入该协会。

“办理营业执照的时候他们要我交这
个钱，没跟我说是要加入协会的，我以为是
营业执照费。”一名余姓群众在电话中说，
她今年 3月开了家小吃店，因为看到工作
人员都穿着工商局的制服，又是在政府部

门的办公楼，“就没多想，把钱交了。”
另一名代姓企业负责人在电话中说，

去年公司交了 300元会费，“我们也不知道
这钱是用来干吗的。”督查组人员问，交了
会费后是否获得协会相应服务。这名负责
人说：“没有，只是交钱而已，300 块钱也不
多，我们就交了。”

督查组人员查阅资料得知，2016 年 1
至 6月，该协会总收入 127 . 12万元，其中
会费收入 125 . 99万元。据介绍，今年上半
年的收入还没有最后核算，但应该有 97万
多元。督查组要求协会提供支出账目明细，
最终没有获得相关材料。

目前，督查组正联系云南省有关部门进
一步核查，要求全力为小微企业减轻负担、降
低成本，切实做到“百姓有所呼，政府有所应”。

石林“红顶协会”半年敛取会费近百万

（上接 1 版）甘肃有关省直部门和市县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
部署上作选择、搞变通、打折扣，省安全监管局在省政府明确
将位于保护区的马营沟煤矿下泉沟矿井列入关闭退出名单的情
况下，仍然批复核定生产能力并同意复工。张掖市委认为祁连
山生态环境保护整改落实工作不属于市委常委会研究的重大问
题，市委常委会没有进行专题研究部署，并在明知有的项目位
于保护区、违反保护区管理要求的情况下，仍多次要求有关县
加快办理项目手续。

二是在立法层面为破坏生态行为“放水”。甘肃省有关方
面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新发展理念认识不深刻，片面追
求经济增长和显绩，长期存在生态环境为经济发展让路的情
况。《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历经三次修
正，部分规定始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不一
致，将国家规定“禁止在自然保护区内进行砍伐、放牧、狩
猎、捕捞、采药、开垦、烧荒、开矿、采石、挖沙”等 10 类
活动，缩减为“禁止进行狩猎、垦荒、烧荒”等 3 类活动，而
这 3 类都是近年来发生频次少、基本已得到控制的事项，其他
7 类恰恰是近年来频繁发生且对生态环境破坏明显的事项。
2013 年 5 月修订的《甘肃省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审批管理办
法》，违法允许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进行矿产开采。
《甘肃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实施方案》违规
将保护区内 11 处煤矿予以保留。张掖市在设定全市党政领导
干部绩效考核时，把 2015 年和 2016 年环境资源类指标分值分
别设为 9 分和 8 分，低于 2013 年和 2014 年 11 分的水平。

三是不作为、乱作为，监管层层失守。在祁连山生态环境
保护方面，甘肃省从主管部门到保护区管理部门，从综合管理
部门到具体审批单位，责任不落实、履职不到位问题比较突
出，以致一些违法违规项目畅通无阻，自然保护区管理有关规
定名存实亡。省国土资源厅在 2014 年 10月国务院批复甘肃祁
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划界后，仍违法违规延续、变更或审批
14宗矿权，性质恶劣。省发展改革委在项目核准和验收工作
中，以国土、环保、林业等部门前置审批作为“挡箭牌”，违
法违规核准、验收保护区内非法建设项目。省环境保护厅不仅
没有加强对有关部门工作的指导、监督，反而在保护区划界确
定后仍违法违规审批或验收项目。省政府法制办等部门在修正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过程中，明知相关
规定不符合中央要求和国家法律，但没有从严把关，致使该条
例一路绿灯予以通过。

四是不担当、不碰硬，整改落实不力。在祁连山生态环境
问题整改落实中，普遍存在以文件落实整改、以会议推进工
作、以批示代替检查的情况，发现问题不去抓、不去处理，或
者抓了一下追责也不到位，不敢较真碰硬、怕得罪人，甚至弄
虚作假、包庇纵容。从 2013 年至 2016 年，甘肃省对祁连山生
态环境保护不作为、乱作为问题基本没有问过责。承担整改任
务较重的林业、国土、环保、水利等部门虽然开了会议、发了
文件，但抓落实不够。省林业厅及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局不仅对保护区内大量违法违规建设项目监督不力，对
大量生态破坏行为查处不力，反而违规许可多个建设项目。张
掖市在约谈整改中避重就轻，有 31 个生态破坏项目没有纳入
排查整治范围； 52 个违法违规探矿项目中有 31 个采取简单冻
结办法，没有制定有效退出机制和保障措施。

为严肃法纪，根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
(试行)》等有关规定，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终身追责、权
责一致的原则，经党中央批准，决定对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进行严肃问责。

一、责成甘肃省委和省政府向党中央作出深刻检查，时任省
委和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认真反思、汲取教训。

二、甘肃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杨子兴分管祁连山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在修正《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
过程中把关不严，致使该条例部分内容严重违反上位法规定，对
查处、制止违法违规开发项目督查整改不力，对保护区生态环境
问题负有领导责任，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甘肃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李荣灿(时任甘肃省委常委、
副省长)对分管部门违法违规审批和延续有关开发项目失察，对
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负有领导责任，由中央纪委对其进行约谈，
提出严肃批评，由甘肃省委在省委常委会会议上通报，本人在甘
肃省委常委会会议上作出深刻检查。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罗笑虎(时任甘肃省
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对分管部门违法违规审批和延续有关开
发项目失察，对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负有领导责任，由中央纪
委对其进行约谈，提出严肃批评，由甘肃省委在甘肃省人大常
委会党组会议上通报，本人在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上作
出深刻检查。

三、由中央纪委监察部按相关程序对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 8
名责任人进行严肃问责，给予甘肃省林业厅原党组书记、厅长，现
任省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石卫东党内严重警
告、行政撤职处分；给予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党
委委员、局长李进军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给予甘肃省国
土资源厅厅长蒲志强行政撤职处分；给予甘肃省国土资源厅原党
组书记、副厅长，现任甘肃省人大常委会环境资源保护工作委员
会主任郭玉虎党内严重警告、行政撤职处分；给予张掖市委原书
记毛生武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张掖市委副书记、市长黄泽元
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张掖市肃南县委书记李宏伟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给予武威市天祝县委书记张发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四、对其他负有领导责任的甘肃省能源局、环境保护厅、水
利厅、安全监管局，张掖市肃南县政府、武威市天祝县政府，甘肃
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等 7 名现任或时任主要负责同志，由甘肃省
委和省政府依纪依规进行问责。对甘肃省政府法制办等相关部
门在有关法规、办法修订中放松管理要求、违反上位法等问题，
进一步查清事实，严肃问责。

通报指出，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具
有典型性，教训十分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引以为鉴、举
一反三，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严守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
出地位抓紧抓实抓好，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通报强调，各地区各部门必须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
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战略思想，深刻认识生态环境保护的
重要性、紧迫性、艰巨性，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下大气力
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生态环境突出问题，切实把生态文
明建设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自觉践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正
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形成绿色发展
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决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
式，坚决摒弃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一时一地经济增长的做
法，把发展的基点放到创新上来，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
生活的增长点、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成为
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

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转变作风，勇于担当、真
抓实干，紧盯生态环境重点领域、关键问题和薄弱环节，以钉钉
子精神一项一项抓落实、一件一件抓整改，不彻底解决决不松
手，务求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要强化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
抓紧建立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落实生态安全责任制，一级抓
一级，层层传导压力。要组织开展经常性的环境污染问题排查、
检查、督察，加大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力度，形成强大震慑，倒逼责
任落实。要加强生态环境执法，严格事前事中事后监管，严厉打
击各类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特别是要抓住破坏生态环境的典型
案例不放，严肃查处、公开曝光，让破坏生态环境者付出代价。

责成甘肃省委和省政府

向党中央作出深刻检查

新华社哈尔滨 7 月 20 日电(记者孙英
威、强勇、潘祺、梁书斌、管建涛)“昨天我们
正撤离的时候，洪水进了村，电视机都顺着
窗户漂走了。”黑龙江省尚志市珍珠山乡冲
河村村民张红伟说。与电视机一同漂走的，
还有他家里种植的上万袋食用菌。

19 日零时开始，黑龙江省尚志市、五
常市、牡丹江市局地开始降下暴雨。截至当
晚 8时，累计降雨大于 50 毫米的笼罩面积
达到 1 . 72万 km2。

地处冲河、石人沟河、头道河三河交汇
的冲河村受灾严重，在救援队帮助下，受灾
村民和林场职工被集中安置到珍珠山学校
冲河校区，等待下一步统一前往苇河林业
局局址所在地。

房子被淹的村民刘显波 20 日 6时被
安排到学校避灾。他回忆说，水势又大又
急，一开始没到膝盖，但很快就涨到了齐胸
高。部分村民说，昨天下午，学校也被大水
隔断了，大伙都在各自家里避险，“站到炕
上水都淹到腰了”。

20 日 11时，记者在珍珠山学校冲河
校区看到，学校操场、两层高的教学楼里站
满了等待疏散的村民和林场职工。操场一

侧，10 辆大巴车一字排开，救援人员正组
织有序疏散。

20 日 13时，由于道路损毁严重，第二
路记者跟随消防官兵徒步挺进三合村红石
屯。沿途的村屯已被湍急的洪水冲得七零
八落，木耳菌袋被埋在洪水的淤泥里，不少
房屋被冲塌了墙角，一些房屋已经趴在了
地上。
在红石屯的第一个被困点，被困人员与

救援队隔着一条深约 2 米、宽约 15 米的湍
急洪水带，只能采取抛投器将绳索抛到对
面，架设临时溜索，但被困人员都是行动不
便的老人，强渡接回存在安全隐患。目前，官
兵已携带饮用水、救援设备、海事卫星溜索
到对岸设法救援。同时，部分官兵继续向 5
公里外的其他 3个被困点徒步挺进。

哈尔滨市公安消防支队支队长于建国
告诉记者，目前红石屯所在的位置是尚志
洪灾中救援最危险、条件最艰难的区域，突
击队一方面安排人滑索过去摸清灾区情
况，另一方面还要修路架桥，为后续救援大
部队进入做准备。

尚志市委书记杨爱国说，因道路中断、
电力和通信设施冲毁，珍珠山乡榆林村、三

合村等约 3400 人通信一度中断，现已派出
徒步救援分队赶赴现场。此外，老街基乡青
川村 450 余名群众已安全转移。20 日预报
还有大雨，目前正在严防灾区遭叠加暴雨
侵袭，组织救援和抗灾自救。

另一路记者在海林市古塔村村口看
到，不少耕地被淹，村民已转移。古塔村支
书杜建国嗓子已经喊得沙哑，他说，19 日
下午开始转移村民，转移了 150 余户、450
余人，下一步就是严防次生灾害和个别村
民不顾劝阻擅自回家遇险。

黑龙江省民政厅工作人员介绍，黑龙
江本次洪灾受灾人口已达 5 . 28 万人，农
作物受灾面积 20 . 9 千公顷，直接经济损
失 6766万元。

另据了解，本次洪灾中目前已发现一
人遇难，这名 70 多岁的老者，避险时不幸
落水身亡。

截至记者发稿时，灾区又开始降雨。不过，
主要灾区通信联络已恢复，国网黑龙江省电
力公司等也紧急派出人员，电力、交通设施正
在紧张抢修当中。此外，哈工大机器人集团易
翔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也派出 3架无人机和专
业人员，通过高新科技支援前方救援工作。

“电视机都顺着窗户漂走了”
新华社记者黑龙江洪灾区现场直击

酷 暑 里 的

铁路“蜘蛛侠”
▲ 7 月 19 日，23 岁的耿新华（左）与

工友王荻（右）、杨智胜对一处供电设备进
行检修维护。

当日是入伏第八天，武汉中心气象台
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武汉大部地区日最高
气温将维持在 35 摄氏度以上，部分地区可
达 37 摄氏度以上。

正午时分，在武汉北铁路编组站内，铁
路接触网设备温度已达到 50 摄氏度。而此
时，武汉铁路局武汉供电段的接触网工们，
正在对编组站内接触网设备进行“体检”，处
理设备“病害”。他们必须克服高空、高压、高
温等困难，在中午 1 至 2 个小时的列车运行
空隙完成测量设备参数、检修分段绝缘器和
处理设备缺陷等一系列作业。作业完毕后，
每个人都汗如雨下，“衣服能拧出水来”。

青工耿新华笑着说，自己早已锤炼出
一身铜皮钢骨，只有这样，才能在高温的
“烤”验下坚守工作岗位，确保铁路安全畅
通。 新华社记者肖艺九摄

据新华社武汉 7
月 20 日电(记者谭元
斌)湖北省恩施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巴东县 4
名城管当街拖行殴打
菜贩事件引发持续关
注，巴东县纪委 19 日
已决定对涉事城管进
行党纪立案审查。

17 日上午，巴东县
发生城管当街拖行殴打
五旬菜贩事件，后经巴
东县公安机关调查，系
城管黄某波在上班期
间，因其母亲与菜贩向
某鸥发生争执，遂与同
事前去查看情况，最终
演变为肢体冲突。

网上视频显示，向
某鸥被黄某波等人当街
拖行，一人用手臂锁住
其脖颈，其他人则拽住
其手脚，随后向某鸥被
按倒在地，一人上前猛
抽其耳光。

黄某波等人在工作
时间脱离岗位，为私事
与他人发生冲突，造成

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此前巴东县公安局已对
4 人分别处以治安拘留 5至 15 日，并处罚款
200至 1000元，巴东县城管局也已启动调查
问责程序，黄某波等人被停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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