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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冬明春及2019年，我
省将完成营造林811万亩

今年是《森林河南生态建
设规划（2018~2027年）》开局
之年，按照国土绿化提速行动
要求，今冬明春及2019年我
省将完成营造林811万亩（造
林360.7万亩、森林抚育450.3
万亩）。

大河报记者了解到，我省
将重点推进“三纵五横”等主
要廊道绿化，“三纵”即南水北
调沿线、京港澳高速、大广高
速，“五横”即黄河、淮河、连霍
高速、沪陕高速、宁洛高速。
廊道绿化的标准为：黄河干
流、淮河干流两侧各300~500
米以上，南水北调中线干渠两
侧各100~200米，高速公路两
侧各100米以上。其他高铁、
高速公路、重要支流、国省县
道等廊道的绿化工作，也要按
照规划要求同步推进。对已
建成的生态廊道，达不到建设
标准的，也要按标准提升到
位。

目前，我省已有14个国
家森林城市，仅有开封、周口、
信阳、安阳等4个城市不在其
列。而根据森林城市创建工
程任务，我省将积极推进森林

进城、森林围城，加强城市成
片森林、城郊森林公园、郊野
公园和廊道网络建设。2019
年，力争安阳市建成国家森林
城市，全省建成14个省级森
林城市，在郑州、洛阳、平顶
山、安阳等9个省辖市建设10
个以上省级森林特色小镇。

据了解，我省将持续加强
对现有湿地面积的保护，通过
退耕还湿、退养还滩、退化湿
地恢复等有效措施，进一步增
强湿地生态功能。2019年，
要在郑州、开封、洛阳等12个
省辖市新建14个省级以上湿
地公园。

我省将调整树木结构，落
叶树、常绿树占绝大部分

进入11月以来，雾霾天
气开始明显增多。除了天气
静稳、污染累积都原因外，树
种结构也是不可忽略的原因
之一。河南省林业厅相关人
士分析说，小树多、大树少，落
叶树多、常绿树少，阔叶树多、
针叶树少，这是我省的普遍现
象。树叶有很好的吸附灰尘、
净化空气的作用，但到了冬
天，大部分树叶却都落了下
来，空气中的污染物便很容易

累积起来。
大河报记者了解到，目前

我省的中幼龄林面积过大，占
乔木林面积的83.01%。而在
全省 4580.40 万亩的乔木林
中，落叶树种占87%，常绿树
种仅占13%。另外，我省的树
种也比较单一，特别是平原地
区，杨树面积和蓄积分别占到
79.46%、92.8%。在单位面积
森林蓄积量方面，我省的数值
也较低。乔木林蓄积平均每
亩只有4立方米，为全国平均
水平的62.3%。

为解决该问题，根据《森
林河南生态建设规划（2007~
2017年）》，我省将认真研究
适应全省不同纬度区域的森
林植物群落，在森林抚育和间
伐过程中，注重针叶林、阔叶
林与常绿树、落叶树等林种、
树种的补植搭配，形成乔、灌、
花、草、藤“五形”合理配置，实
现绿化、美化、花化、彩化、果
化“五化”协调统一。

同时，我省将不断优化生
态安全屏障体系，构建生态廊
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努
力形成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
宜居适度的生活空间和山清
水秀的生态空间。

黄河、淮河两岸将打造生态廊道
廊道绿化的标准为：两侧各300~500米以上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瑞朝

树叶凋落，雾霾弥漫。漫长的冬季到来，雾霾的发生几率也增加。什么是雾霾的
天敌？除了大风之外，葱茏的植被，也能起到很好的除霾降尘作用。目前，我省已经
启动了国土绿化行动，通过造绿增绿，来改善人居环境。11月15日上午，河南省林业
厅召开全省省辖市林业局长座谈会，安排部署今冬明春及2019造林绿化任务。大
河报记者了解到，我省将重点推进“三纵五横”等主要廊道绿化，其中黄河干流、淮河
干流两侧各300~500米以上，南水北调中线干渠两侧各100~200米，高速公路两
侧各100米以上。 本报讯 在郑东新区一

酒店内，“检察官”骂人打人
了。近日，一则附有视频的
网帖流传在网上，帖子反
映，有两名声称检察院的检
察官当日凌晨2点多在郑
州郑东新区49号雅乐轩酒
店有言行不检等问题。11
月15日，河南省人民检察
院对外发声，调查结果显示
涉事人员非检察系统工作
人员。

网帖称，2018年11月
14日2：21，两名声称检察
院的检察官在郑州市郑东
新区金水路49号雅乐轩酒
店大厅叫嚣，其中一名检察
官不停地喊着手机丢了，在
服务台亮着检察官证件要
抓人，酒店工作人员不停地
说好话仍控制不住场面。
视频显示，亮证男子在酒店
大厅与另外一男子发生争
执，进而发生争吵，场面混
乱。

11月15日，河南省人
民检察院对外发声，澄清该
事情的真相。检方通报称，
11 月 14 日，网络上传播
《郑州省会惊现恶人“检察
官”骂人打人还要抓小三》
等文章并附短视频，反映有
两名声称检察院的检察官
当日凌晨2点多在郑州郑
东新区49号雅乐轩酒店有
言行不检等问题。河南省
人民检察院、郑州市人民检
察院对此事高度重视，分别
指派人员会同公安机关迅
速了解核实情况。

现初步查实，网传文章

及视频中在酒店吵闹者彭
某非检察系统工作人员，系
南方某省公司人员；其同伴
赵某系某高校工作人员。
11月14日凌晨1点多，两
人酒后乘坐出租车到达酒
店后，因琐事与其他两位入
住客人发生纠纷，酒店工作
人员报警，经警方出警调
解，双方自行离开。同时，
检方欢迎社会各界对检察
工作予以监督。

同时，郑州市郑东新区
公安部门也对外通报称，网
传《郑州省会惊现恶人“检
察官”骂人打人还要抓小
三》的视频中有两名自称检
察官的男子醉酒闹事的信
息不实。

还通报称，11月14日
凌晨2点 01分，我局接到
报警，郑东新区金水东路
49号雅乐轩酒店有人醉酒
闹事，经出警查实，彭某
（男，36岁，海南省某公司
工作人员）和同伴赵某（男，
40岁，河南省某高校工作
人员）在当日1点 20分到
达该酒店后因琐事与两名
入住酒店的客人发生纠纷，
经过调解，双方已自行离
开。

警方在此提醒，网络不
是法外之地，对编造传播网
络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违
法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查
处，严厉打击。希望广大网
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共同维护健康有序的网络
环境和社会秩序。

本报讯 11月15日，大
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从河
南省教育厅获悉，今年我省
普通高中学生学业水平考
试方案已经敲定，2017级
普通高中学生和家长要注
意啦！

根据文件，凡具有普通
高中学籍的2017级在校学
生必须参加学业水平考试，
获得D等级或因故未参加
上次学业水平考试的2016
级学生应参加相应学科的
补考。

此外，此次普通高中学

业水平考试科目为语文、数
学、外语、思想政治、历史、
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信
息技术等10个学科。

语文、数学、外语、思想
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
学、生物学科的考试时间安
排在 2018 年 12 月 27~29
日，信息技术学科的考试时
间安排在 2019 年 1 月上
旬。

需要提醒的是，学业水
平考试关乎考生在高考后
学校的选择，考生和家长都
应提高重视。

普通高中学生学业水平考试
12月27日开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樊雪婧

网传“检察官”酒店打人骂人
河南省检察院发声辟谣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邵可强

城市道路塌陷防治培训研讨班上的信息显示——

郑州塌陷发生的情况逐年下降

本报讯 11月15日上午，
在郑州市马寨镇河南建筑职
业技术学院内，一场为保障城
市道路安全运行，预防道路塌
陷发生，帮助有关管理和技术
人员掌握行业新技术和新规
范的“2018（河南）城市道路塌
陷防治培训研讨班”正式开
讲，来自省内郑州、开封、新
乡、洛阳、南阳、驻马店、漯河
七个城市的市政工作人员参
与培训研讨，共同“会诊”城市
塌陷“顽疾”，学习防治城市塌
陷新技术和新设备。

在培训研讨班中，来自郑
州市城管局市政工程管理处
养护管理科的扶涛涛副科长，
首先为大家介绍了关于郑州
市城市道路的一些塌陷情况
和数据。虽然从扶科长口中
的数据得知，今年已发生了45

起塌陷，感觉上很多，但比起
2016年的83起和2017年的
72起塌陷，可以明显看出，塌
陷发生的情况正在逐年下降。

据扶科长在培训会中介
绍，因郑州地势相对平缓，水
力条件差，雨水容易积聚；加
上岩体结构为粉土和粉砂，容
易形成塌陷；再加上城市建设
步入快速发展期，城市大拆大
建，所以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
都比较容易形成路面塌陷。
引发郑州市城市道路塌陷的
主要因素是污水、雨水、路基
不实、公共管线漏水、防空洞、
盖板断裂。其中，近三年来，
郑州路面塌陷的主要原因是
与公共管线漏水和污水、雨水
等管道漏水有关，因管道漏水
将地面下方起支持作用的泥
土冲空，以致路面承受过重压

力后发生塌陷，所以就有了十
塌九漏这么一个说法。

另外，据扶科长讲解，在
郑州市的城市道路塌陷中，还
有一个特例的主要成因，那就
是填埋管道的施工。在众人
的理解中，填埋管道可能就是
往地上竖着挖个坑，把管道
埋进去就可以了，但实际并
非如此。因为竖着的直槽开
挖填埋管道后，路基不实，
受到雨水等外力因素便会出
现下沉塌陷。但如果是坡度
开挖，填埋管道后，在管道
盖土上方再加上一层路基，
并向坑道两边延伸多铺设3
到5厘米，就算是有雨水等外
力因素影响，管道上方的路基
也能起到支撑作用，从而避免
发生下沉塌陷。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帅 实习生 陈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