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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段线路全长
350公里
设计目标时速
35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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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迎节

本报讯 昨天，记者从
省发改委和国网河南省电
力公司获悉，昨日起，我省
将全面实行城乡各类用电
同价，此次电价改革可使全
省县域经济年减少电费支
出34.8亿元。

此前，我省县域工商
业、农业生产用电价格高于
省辖市。以10千伏电压等
级为例，县域一般大工业电
价每千瓦时0.7092元，比省
辖市高0.08元；农业生产电
价 0.5842 元，比省辖市高
0.109元。这种现象，不仅
加重了县域电力用户的负
担，也使得当地一些工业项
目因电价高而落地难。

为改变这种现状，省发
改委决定，全省范围内将执
行同一电价标准、同一电价
制度。初步测算，在全省城
乡居民生活用电等已实现
同价的基础上，此次县域其
他用电每度平均降低 6.93

分。其中，大工业用电平均
降低8.33分，一般工商业用
电平均降低2.43分，农业用
电平均降低0.145元。

调整后，县域工、商、农
业用电将执行跟省辖市等
直供电区域相同的峰谷分
时电价政策。优化电力资
源配置的同时，部分企业可
以低谷用电，电价将再降低
一半左右。“初步估算，此次
电价改革可使全省县域经
济年减少电费支出34.8 亿
元。”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
说。

此外，记者还从国网河
南省电力公司获悉，4月20
日起，我省燃煤机组上网电
价也正式下调。与此同时，
为鼓励超洁净发电上网，省
发 改 委 发 布 通 知 明 确 ：
2015年经省环保厅验收合
格的超洁净燃煤发电机组，
经省发改委确认后，达标运
行超洁净设施所发电量，上
网电价每千瓦时则提高 1
分钱。

□记者 杜文育

本报许昌讯 喜欢淘宝
的朋友，不妨到长葛的古玩
城试试手气。4月20日，葛
天古玩城暨长葛书画市场举
行开业仪式，向喜爱淘宝的
人们发出了邀请。

葛天古玩城位于长葛市
区107国道与长社路交叉口
东南侧，一期工程建筑面积
6000平方米，一楼二楼为多
功能特色商铺，三楼为古玩

艺术品交易市场，四楼为长
葛书画市场。目前，古玩城
已入驻商户76家，主要经营
古玩艺术品、瓷器、玉器、青
铜器暨书画作品，是我省县
级市中具有规模化、规范化
的古玩及书画交易市场之
一。

据介绍，古玩城除日
常营业外，每月还定期组
织本地及周边地区的藏
家、商家，举办古玩交流鉴
赏活动。

□记者 王惟一

本报讯 4月20日，波兰卢布
林省和捷克南波希米亚州代表团
来到了郑州。作为“一带一路”上
的小伙伴，它们将与郑州在跨境E
贸易方面有更多的合作，把波兰

的香肠、奶酪，捷克的啤酒、水晶
等带给中国消费者。

波兰卢布林省长斯瓦沃米
勒尔·索斯诺夫斯基特意带来了
波兰的奶酪和香肠，现场给大家
品尝。昨日下午，跨境电商平台

“万国万购”CEO郭珂等先后与

两地代表团见面畅聊、商议合
作。

捷克南波希米亚州副州长亚
罗米尔·斯里瓦称，“我们很高兴
能和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相契
合，双方合作都能得到更大的发
展空间”。

为了保护一棵古树，铁路线
拐了弯，这对于很多大拆大建的
工程，可能显得有点不可思议。
但是，郑万铁路确实为避一棵树，
专门修了一座桥。

根据报告书显示，工程线路
CK196+210左侧3m处聚合庄分
布二级古树一棵，古树为黄连
木。为了不对古树造成太大影
响，工程以桥梁形式通过古树所
在区域，距离古树30米，工程建设
过程中不会对沿线地下水水位产
生较大影响。

评价还认为，工程施工过程
中不得在古树所在区域设置施工
营地、施工便道、临时弃土（渣）场
等临时设施，采取严格控制工程
开挖面、注意保护树木根系、加强
施工管理等手段，工程不会对古
树的生长产生较大影响。

此外，对于线路经过的自然
景观和人文资源，比如，南阳恐龙
蛋化石群国家自然保护区、伏牛
山国家自然保护区、河南始祖山
国家森林公园、后魏遗址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青龙山长城遗址市

级文物保护单位等，也均通过线
路方案的优化，进行了绕避。

对于实在绕不开的双洎河湿
地公园、七峰山森林公园等景区，
也分别采取以桥梁形式或隧道形
式进行避开。报告书最后得出结
论，郑万铁路河南段工程，在选线
过程中对重要的环境敏感目标尽
量绕避。对于工程实施后产生的
噪声、振动等的影响，从污染源
头、传播途径、受影响敏感目标各
方面加强控制与治理措施，其影
响可控。

□记者 刘江浩

核心提示 | 去年
年底，郑万高铁河南段
点式开工，如今，距离
河南段全线开工日益
临近。昨日，省发改委
省铁路建设协调办公
室发布了《新建郑州至
万州铁路河南段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
（下称报告书），涉及项
目概况、环境影响，并
征求公众意见。报告
书显示，郑万高铁河南
段将新建10座车站，
对于之前邓州与新野
境内车站之争，报告书
显示将设置邓州东站。

郑万高铁河南段到底会设哪
些车站？根据报告书，郑万高铁
河南段共建10座车站（不含预留
大关庄站），其中郑州东、平顶山
西、南阳南三站办理本线始发车，
郑州南、长葛北、禹州东、郏县、方
城、邓州东为办理本线客运业务
的中间站，拐河北为越行站。线

路全长350公里，设计目标时速
为350公里。

去年9月起，南阳新野、邓州
两地民间先后发声，要求郑万高
铁襄阳到南阳段在自己家乡设
站。随后，两个城市的民间团体
在全国多个城市发起各种形式的
保路活动。

不过，从昨日公布的报告书
可以看到，两地保路之争，或许可
以画上句号了。报告书中显示，
从南阳南站向南，邓州市桑庄镇
北刘伙村西北设邓州东站后至襄
阳方向。记者发现，该站位于两
地交界处，虽地界位于邓州，但
是，距离新野县城中心距离更近。

在郑万高铁开通后，郑州、平
顶山、南阳将是河南段可办理始
发车的车站：预计2030年，郑州
至平顶山之间的客车对数将达到
99对，而平顶山至南阳将达到87
对，南阳至襄阳将达到73对。

未来，郑万高铁上的列车长

度分为两种，一种是长编组动车
为16节，而短编组动车为8节。
与其他高铁差不多的是，郑万高
铁的线路，主要也是以桥梁为主，
桥梁长度占线路全长的83.18%。
郑万高铁河南段投资预估算总额
413.7亿元。河南段正线桥梁57

座，长约291公里，其中特大双线
桥28座，长度约为287公里。新
建隧道共5座，均为双线隧道。

另外，报告书中指出，河南段
总工期按4年半安排。如果按照
今年开工的话，那么，至少要到
2019年河南段才能全线完工。

郑万高铁河南段发布环评报告书
河南段共设10站，工期四年半

为绕一棵树
专修一座桥

设置 | 河南段将设10个车站

运行 | 郑州至平顶山 2030年日均高铁99对

生态 | 线路为绕开古树，专门架一座桥梁

全省县域“经济圈”
一年将少缴电费
34.8亿元

我省电价昨日开始调整
全面实行城乡各类用电同价

想淘宝
来葛天古玩城试试手气吧

“一带一路”小伙伴寻找合作机遇到郑州

波兰一位省长带奶酪请大家品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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