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2000年到2018年 我
省植被覆盖率从 57.3%
增长到66.2%

河南省历年归一化植被指
数计算结果显示：2018年全省
平均值为 0.64，比 2000 年的
0.56提升14.3%。特别是全省
林区，这一数值高达0.81，约高
出全省平均值27%。其中，西
部伏牛山区、南部大别山区等
森林生态区这一指数更高。这
说明，全省“绿意”真的更浓了。

根据 2000～2018 年卫星
资料监测，全省92.7%的区域植
被覆盖度呈增长趋势。全省植
被覆盖度2000年为57.3%，到
2018 年增长到 66.2%，增幅
15.5%。其中，豫北东部、豫西伏
牛山区、豫南大部、沿淮北部及
豫东部分地区增长尤为明显。

省气象科学研究所高级工
程师、生态气象室副主任田宏
伟说，以前，除积极在森林防火、
森林病虫害防治等方面为林业
工作提供气象服务之外，林业
生态建设方面我们重点监测植
被指数和覆盖率等指标。2019
年又新增了植被净初级生产力
指标,这样不仅能监测森林的
量,而且能评估森林的质。

大河报记者了解到，我省
森林面积扩大的同时，森林的
固碳能力也在增强。

生态学里有个“植被净初
级生产力”概念，是指单位面积
的绿色植物在某时段内所累积

的有机物数量。通俗讲，大致
可以理解为固碳量，一般以每
平方米固定的干物质含量（克
碳/平方米）来表示。固碳量越
大，吸收二氧化碳、调节热岛效
应等能力当然就越强。

利用卫星和气象资料计算
全省植被净初级生产力,结果
显示：2018年比2000年明显提
高，提高幅度约25.9%。其中，
2018年达到19年来第二高值，
仅次于2015年。这也就意味
着，全省植被生长状况越来越
好，全省森林植被固碳能力每
年每平方米平均增加3.96克。

综合“归一化植被指数”
“植被覆盖度”“植被净初级生
产力”等关键因子，就得出了全
省植被“生态质量指数”。简单
而言，这个指数是植物面积与
生长状况的统一，值越大，表明
植被生态质量越好。

全省九成区域生态质量在
不断趋好 十年来森林覆
盖率上升了4.76%

19年来，分析全省各地生
态质量指数变化趋势，全省约
90%的区域生态质量在不断趋
好。其中，趋好比例最高的信
阳市变好比例为98.3%、三门
峡市为 97.5%、驻马店市为
96.8%、周口市为94.4%、南阳
市为93.7%、漯河市为93.7%、
商丘市为93.3%。变好比例在
70%以下的市只有6个。即便

是这6个最低的市，最低变好
比例也在60%以上，它们的生
态质量总体也在不断变好。

省林业局造林处处长汪万
森说，气象部门的监测方式、相
关指标与林业部门5年一度的
森林资源清查有所不同，但结
果高度吻合。近年来，我省先
后组织实施了《河南林业生态
省建设规划（2008~2012年）》
和《河南林业生态省建设提升
工程规划（2013~2017 年）》。
十年间全省共完成造林3990
万亩，森林抚育2242万亩，森
林覆盖率上升了 4.76 个百分
点。根据2018年第九次森林
资源清查结果，近五年来河南
省森林覆盖率提高了2.64个百
分点，增幅在中部六省位居首
位。

汪万森介绍，去冬今春河
南已完成新造林435万亩，为
年度造林计划任务286万亩的
151.3%。去冬今春全省共参
加义务植树达4578万人次，共
植树1.94亿株。各地围绕山区
森林化、平原林网化、城市园林
化、乡村林果化、廊道林荫化、
庭院花园化等“六化”建设，积
极打造“六化”示范工程，采取
针叶林与阔叶林，常绿树与落
叶树，乡土树种与珍贵树种等
多树种混交营造，推广近自然
混交、立体混交、带状混交、块
状混交等多种混交方式，形成
乔、灌、花、草、藤“五形”合理配
置，新造林质量也明显提升。

本报讯 12月27日，“金色
永驻”2020河南第二届老年春
节联欢晚会在郑州举行，这台
晚会由河南省敬老助老总会主
办，旨在为喜迎新春佳节，弘扬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孝亲
敬老传统美德，营造浓厚的节
日氛围，让广大老年人度过一
个欢乐祥和的节日。

晚会在省老干部合唱团的
歌伴舞《我和我的祖国》中拉开
序幕，台上台下共同高歌。歌
曲、戏剧、舞蹈、相声、小品、魔
术、器乐各种节目主题鲜明、丰
富多彩，其中《骏马奔驰保边
疆》声声入耳、丝丝入扣、气势
磅礴、扣人心弦；相声《欢声笑
语》引得现场观众开怀大笑；舞

蹈《盛世芬芳》把盛世的辉煌撒
满了全场；歌曲《孝敬父母》淳
朴的歌词、优美的旋律表达了
子女对父母的感恩之情；世界
级魔术大师丁德龙表演的情景
魔术《德龙秀》，引领观众走进
了魔幻世界；国家一级演员杨
帅学演唱的《曲剧美》主题曲，
让观众见识了大家风范；歌曲
《妈，我回来了》唱出了众多儿
女过年回家和家人团聚的真情
感受；小品《黎明小城》，结合戏
曲艺术与现实生活，朴实细腻、
生动形象；省人大代表史茹的
豫剧《朝阳沟》“上山”选段深得
老年观众的喜爱；《嘻游记》《咱
们说说知心话》《我们的生活充
满阳光》《簸簸簸》等舞蹈精彩

纷呈，展示了新时代老年人昂
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多姿多彩
的绚丽风采……

据介绍，在今年敬老月期
间，河南省敬老助老总会面向
全省开展了以“敬老助老·重在
行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为主题的敬老助老系
列活动，涵盖慰问演出、公益诊
疗、眼保健健康讲座和义诊、管
家培训等活动，持续开展原创
文艺作品大赛和文艺汇演系列
大型活动，坚持开展“迎新春送
温暖”活动，在弘扬传统美德、
培育养老产业、发展老龄事业
等方面进行有益探索和实践。

本报讯 近日，省委办
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发布
《河南省党政机关办公用房
管理办法》，建立健全党政
机关办公用房集中统一管
理制度，统一规划、统一权
属、统一配置、统一处置，办
法自2019年12月18日起
施行。其中明确，领导干部
原则上只能使用1处办公
用房，严禁超标准配备、使
用办公用房。

记者了解到，办法分为
总则、权属管理、配置管理、
使用管理、维修管理、处置
利用管理、监督问责、附则
共8章42条。

其中，配置管理方面，
办法明确，党政机关办公用
房配置方式包括调剂、置
换、租用和建设。无法调剂
或者置换解决办公用房的，
可以面向市场租用，但应当
严格按照规定履行审批程
序。任何单位不得以变相
补偿方式租用由企业等单
位提供的办公用房；无法调

剂、置换、租用办公用房，或
者涉及国家秘密、国家安全
等特殊情况的，可以采取建
设方式解决，但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政策从严控制，严格
履行审批程序。党政机关
办公用房建设包括新建、扩
建、改建、购置。

使用管理方面，领导干
部原则上只能使用1处办
公用房，严禁超标准配备、
使用办公用房；领导干部
在不同单位同时任职的，
应当在主要任职单位安排
1处办公用房；主要任职单
位与兼职单位相距较远且
经常到兼职单位工作的，
经严格审批后，可以由兼
职单位再安排1处小于标
准面积的办公用房；党政
机关工作人员办公室具备
条件的，应当采用大开间
等形式，提高办公用房利
用率。会议室、接待室等
服务用房，可以采取可拆
卸式隔断设计，提高空间使
用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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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我省“绿意”更加明显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瑞朝 通讯员 柴明清

我省正在建设森林河南，力图打造四季常青、三季花开的绿水青山。而实际上，新世
纪以来的我省，一直处于“变绿”的过程中。大河报记者从河南省林业局了解到，《关于
2000~2018年植被生态质量监测评估情况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已经“出炉”。

根据卫星和气象资料计算，2000年至2018年，全省植被指数、植被覆盖度和植被净
初级生产力持续上升，92%区域的植被覆盖度呈增加趋势，19年来全省绿化面积增加
1.49万平方公里，约相当于两个郑州市域的面积。森林河南建设“主战场”三屏四带山区
和丘陵沟壑区增速超全省平均一倍多，生态红线区内的植被状况整体达到高植被覆盖度
水平，森林生态质量整体持续向好发展。

2000年至2018年，我省新增绿化面积1.49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郑州的大小

“金色永驻”，唱响老年华章
2020河南第二届老年春节联欢晚会举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峰 实习生 张梦娇

“办法”来了！

河南党政机关
办公用房咋管理？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段伟朵

本报讯 近日，省委办
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发布
《河南省党政机关公务用车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明确，党政机关可带
头使用新能源汽车，价格不
超18万；越野车不得作为
领导干部固定用车；严禁公
车私用、私车公养。

记者了解到，办法分为
6章33条。党政机关公务
用车管理遵循统一管理、定
向保障、经济适用、节能环
保的原则，办法自2019年
12月18日起施行。

记者了解到，应急保障
用车和其他按照规定配备
的公务用车标准：市（厅）级
党政机关配备价格18万元
以内、排气量1.8升（含）以
下的轿车或者其他小型客
车；其他党政机关配备价格
16万元以内、排气量1.8升

（含）以下的轿车或者其他
小型客车。确因情况特殊，
可以适当配备价格25万元
以内、排气量3.0升（含）以
下的其他小型客车、中型客
车或者价格45万元以内的
大型客车。

执法执勤用车配备价
格12万元以内、排气量1.6
升（含）以下的轿车或者其
他小型客车，因工作需要可
以配备价格18万元以内、
排气量1.8升（含）以下的轿
车或者其他小型客车。确
因情况特殊，可以适当配备
价格25万元以内、排气量
3.0升（含）以下的其他小型
客车、中型客车或者价格
45万元以内的大型客车。

鼓励带头使用新能源
汽车，公务用车配备新能源
轿车的，价格不得超过18
万元。

河南党政机关
公务用车咋管理？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段伟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