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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口的急剧增加，环境作为一种

重要资源，也变得越来越稀缺。

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的核心是将全民共同拥有的环

境作为资源进行管理，将原来排污单位无偿获取排污权改为有

偿使用，排污单位可以将有偿取得的排污权作为无形资产进行

交易，这也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

以其政策的优越性、高效性和灵活性等特点，成为我国环境资源

领域一项重大的、基础性的机制创新和制度改革。

◎延伸阅读

◎他山之石

推行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
促进环境体制创新和制度改革

——访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环境保护
体制改革专题小组组长、省环保厅厅长张庆义

焦作用新改扩建项目“开路”

排污权交易得到世界认可

更多内容详见▶▶2版·要 闻

本报讯（记者李 铮 通讯员刁良梓）
半城绿树半城楼，十里长河赛江南……九
月的南阳城，灵秀的白河如美丽的玉带穿
城而过，随着白河滨水绿道全线贯通，
两岸处处曲径通幽，宛若一幅美不胜收
的立体画卷。

9 月 17 日，南阳市市委书记穆为民
说，以南水北调为契机，南阳市坚持以建
设高效生态经济示范市统揽全局，重点做
好“加”、“减”、“乘”三篇文章，以刚性约束
倒逼转型升级、绿色崛起，努力探索走出
一条生态和经济双赢之路。

“加”出大美南阳
经常到全国各地旅游的北京人刘淑

华，去年第一次乘坐北京—南阳旅游直通
车到南阳，一下车就沉醉在南阳美景中：

“沐浴在这样的天然氧吧中，青春至少再
绽放 10年。”

自 2012 年南阳市接过“建设中原经

济区高效生态经济示范市”的大旗，就紧
抓生态优势，坚持专业绿化和社会绿化并
举，全面实施绿带工程、碧水工程、蓝天工
程，高标准完成白河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公园游园、内河、道路等绿化提升工程，以
精品景观打造宜居生态之城。同时大力
推进清洁家园行动，仅今年就启动、完成
27个污水处理厂、31个垃圾处理厂项目，
让天更蓝、水更清、空气更清新。

南阳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所
在地，生态环境和水质安全举世瞩目。为
保证一渠清水永续北送，南阳按照主体功
能区定位和环境功能区划，划定并严守

1243 万亩的耕地“红线”、1590 万亩的生
态“绿线”、400万亩的湿地“蓝线”。

目前，南阳以伏牛山、桐柏山山地森
林绿色生态屏障、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
首水源地绿色生态屏障和南水北调中线
干渠生态走廊、鸭河口水库及白河流域
绿色生态屏障，构建的“两山两水”为重点
的生态系统初步形成。据统计，南阳全市
森林覆盖率达到 35.3%，库区森林覆盖率
达到 53％。

“减”出幸福南阳
郭新彦是淅川县丰源氯碱公司总经

理，他原本拥有一家年销售收入 2亿元的
化工企业，由于生产用水影响丹江口库区
水质，企业被县里勒令关停并拆除。

自 2003 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启动
后，为保一库清水，善于因势利导的南阳
人把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全市经济社会发
展的全过程，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气魄，
大刀阔斧地关、停、并、转高能耗企业，南
阳泰龙纸业等 800多家造纸、冶炼等企业
实施了关停并转。9月 16日，记者走进淅
水集团，偌大的花园式厂区干净整齐，空
气清新，让人很难与烟雾缭绕、灰尘密布
的水泥厂联系在一起。为治污，这家公司
斥资 4.5 亿元上马了新型干法水泥生产
线，应用 36项新技术，把生产过程中的废
水、废气、废渣回收利用。

河南天冠集团年产 3万吨的纤维乙醇
项目已于 2013年建成投产，不仅能将秸秆

“吃干榨净”，还能带动数十万农民增收。
（下转第二版）

南阳：生态算法力促绿色崛起

本报讯 （记者朱殿勇）9 月 17 日，
省长谢伏瞻在郑州会见了韩国三星集
团大中华区总裁张元基一行。

谢伏瞻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张元基
总裁一行来豫考察访问表示欢迎，对三
星集团给予河南的关注和支持表示感
谢，并简要介绍了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特别是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优势。他
说，电子信息产业特别是智能终端产业
是我省培育发展大产业的重中之重，河
南正努力打造智能终端制造和电子零部
件全球采购、国际分拨中心，建设中国重
要的信息网络枢纽、区域电子商务中心
和全球重要的智能终端生产基地。河南
发展智能终端产业有着良好的产业基础
和突出的综合优势，在国家政策、物流设
施、产业配套能力、人力资源保障、开放
条件等方面优势明显，这为包括三星集
团在内的众多智能电子信息企业在豫投

资兴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三星集团
是世界500强企业，具有先进的管理经验
和强大的研发力量，双方携手合作，同样
符合三星集团的发展战略。希望三星集
团能够来河南投资兴业，在整机生产、半
导体和面板制造、研发基地建设等领域
进行积极对接、开展务实合作，共建生产
和研发基地，共享发展新机遇。河南省
各级政府将提供更加优越的政策环境、
更为高效的服务，努力推动双方合作取
得实质性进展。

张元基简要介绍了三星集团发展情
况和下步投资发展战略。他说，三星集
团在中国的未来发展战略思路与河南的
产业发展战略有很高的契合度，将通过
此次考察，加强双方交流，把企业的发展
方向与河南的综合优势结合起来，寻找
更多合作机会，尽快推进合作取得实效。

副省长张维宁参加了会见。③11

谢伏瞻会见三星集团
大中华区总裁张元基一行

本报讯 （记者冯 芸）9 月 17 日上
午，“心在人民——基层干部联系服务群
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省人民会堂举行，
省委副书记邓凯，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赵
素萍出席。来自省直机关的 1000 多名
党员干部聆听了报告会。

据了解，为推动我省第二批教育实
践活动全面深入开展，通过“身边人、身
边事”教育人、引导人、激励人，使全省党
员干部学有榜样、行有示范，按照省委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安
排，省委教育实践活动办公室在各单位
推荐的 100 名先进典型的基础上，遴选
出 10 名成员，组成“心在人民——基层
干部联系服务群众先进事迹报告团”，于
9月 9日至 17日分赴全省各地进行巡回
报告。

此前，报告团已先后在郑州、平顶
山、新乡、周口四个省辖市，兰考、邓州
两个省直管县 (市 )，及中国平煤神马集
团、河南中医学院等地市和单位举办
了报告会，听众达一万多人。在省人
民会堂举行的是最后一场，这也标志
着该报告会圆满结束。

在当天的报告会上，河南中医学院
继续教育学院党总支书记兼副院长刘锁
超，洛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东关交管巡
防大队民警郭伟峰，新乡市牧野区东干
道街道茹岗社区党委书记、主任张春兰，
周口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杨正超，平
顶山市委群众工作部副部长、市信访局
副局长高平珍，濮阳市濮阳县庆祖镇西
辛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等 6 名干部，
联系各自工作实际，（下转第二版）

“心在人民”报告会在郑举行
邓凯赵素萍出席

南水北调中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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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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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镇碧水入画来

转变方式促发展
建设美丽“新禹州”

习近平同斯里兰卡总统举行会谈

推动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实走深

习近平开始对印度国事访问

本报讯 （记者平 萍 张建新）9 月
17 日 ，省 委 书 记 、省 人 大 常 委 会 主 任
郭 庚茂在郑州会见前来出席河南省委
宣传部与中国日报社国际传播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签字仪式的中国日报社社长、
总编辑朱灵一行。

郭庚茂首先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朱
灵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对中国日报社
多年来对河南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
说，近年来，河南在不断发展变化，已经
从传统的人口大省、农业大省发展成为
新兴工业大省、全国重要经济大省和有
影响的文化大省。粮食生产核心区、中
原经济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三大国家战略规划作为河南的新亮点，
越来越受到海内外的广泛关注，一个崭
新的河南正在呈现在世人面前。目前，
河南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调研指导我省工作
时的讲话精神，总结近年来的探索实践，
完善提升河南长远发展战略，提出了坚
定总坐标、坚持总思路、完善总方略的总
体考虑，着力打造“四个河南”，持续推进

“两项建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河南化。

郭庚茂说，改革开放是一个地方发
展进步的必由之路。河南把对外开放作
为经济工作的头等大事，强调以开放“一
招应多变、一举求多效”。开放需要媒
体、需要中介、需要桥梁。中国日报作为
国家重要的英文宣传平台，为中国了解
世界、世界了解中国搭建了重要窗口，希
望中国日报更多介绍河南、宣传河南、推
进河南改革开放，让世界更多了解河南，
更好推动河南与世界的交流合作。

朱灵对郭庚茂的会见表示感谢。他
说，近年来河南发展日新月异。河南是
中国的缩影，是世界华人宗祖之根、华夏
历史文明之源，是维系世界华人的精神
家园，蕴含着很多中国名片，讲好河南故
事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应有之义。中国日
报将全方位、立体化讲好河南故事，不断
提高河南在国际上的知名度、美誉度和
影响力。

省 领 导 刘 春 良 、赵 素 萍 参 加 会
见。③10

郭庚茂会见
中国日报社社长朱灵

网传“获嘉警察持枪打伞”不实
▶▶3版·政教科文

9 月 17 日，焦作市解放区民主北路社区居民在社区图书阅览室交换图书。今年 3
月份，该区在辖区成立了 20个社区“爱心换书联盟”，居民通过“以旧换旧”、“爱心积分”
等方式，把家里闲置的图书相互交换阅读。截至目前，解放区 20 个“爱心换书联盟”使
1.5万余册图书交流到千家万户，传递出一片片爱心。⑤3 李良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