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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农业大学专业技术人员
占全校教职工的 81%；

学校 5 年获 5 项国家科技进步
和技术发明大奖；

学校牵头的河南粮食作物协
同创新中心入选国家首批“2011
计划”；

学校组建的“小麦玉米作物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成为河南高校主
持建设的第一个国家级重点实验
室；

……
凭着这一组组数字、一项项成

果，河南农业大学毫无争议地成为
全国专业技术人才先进集体。

10 月 26 日下午记者采访时，
河南农业大学正在对学校专业技
术人才的研究课题进行新的部署。

该校人事处处长许科红介绍，
为建起一支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学
校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学科领军
人才，先后引进 14 名省特聘教授、
17 名学校特聘教授，同时加强优
秀青年人才的引进和培养。目前,

学校共有专业技术人员 1533 人,占
职工总人数的 81%。袁隆平院士、
程顺和院士、美国玉米遗传学会主
席托马斯教授分别担任中心水稻、
小麦、玉米首席科学家。

服务全国第一粮食大省的农业
生产，一直是河南农业大学的重要
使命。由该校牵头，主持承担的国
家粮食丰产科技工程河南课题，围
绕小麦玉米一年两熟丰产高效和大
面积均衡增产开展协同攻关。近年
来，先后创造了小麦 100 亩连片平
均亩产 751.09 公斤，万亩连片平均
亩产 690.6 公斤的国内同期同面积
高产纪录；首创小麦玉米一年两熟
百亩连片平均亩产 1770.5 公斤，万
亩连片平均亩产1548.6公斤的大面
积亩产超吨半粮的高产典型，引领
了我国小麦夏玉米高产方向。

中国工程院院士、河南农业大
学校长张改平表示，学校将坚持

“厚生丰民”办学理念，紧紧围绕国
家重大战略需求和我省的“三大国
家战略”，继续砥砺奋进，培养造就
各类卓越农林专业技术人才，产出
更多优秀科技成果，为国家粮食安
全提供有力支撑。③9

河南农大

以人才和科技服务农业生产
□本报记者 惠 婷

实习生 王绿扬

本报讯（记者董学彦 通讯员
李 新）“我市在水污染防治方面还
存在哪些问题？”“当前农业生产中
大量使用化肥农药，我市在防治面
源污染对水体污染方面做了哪些
工作？”“我市医疗废弃物和医疗废
水是如何处理的？”……

这一连串尖锐的问题，是 10
月 23 日上午，在许昌市人大常委
会水污染防治专题询问会上，委员
们抛给该市副市长及政府各部门
主要负责人的。这场专题询问会，
是继 2012 年食品安全专题询问会
后，该市举行的第二次大规模专题
询问会。

在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市人
大常委会委员相继发问，副市长王
文杰，市水利、市卫生、市住建、市
农业、市工信等 10 个市直部门负
责同志则以坦诚、负责的态度，就
水污染防治方面的热点、难点问题

一一作答。
王文杰表示，这次专题询问，

使政府部门倍感压力，也深受鼓
舞。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将虚心听
取和接受对政府工作的批评和建
议，努力改正工作中的不足。

10 月 26 日，许昌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刘海川在接受采访时说，
专题询问是人大行使监督职权的
重要法定形式。2011 年，许昌市
人大常委会作出了《关于治理清潩
河 五年水变清的决议》，有关部门
做了大量工作。但治理水污染投
入高、时间长、难度大、收效慢，水
环境保护任重道远。这次市政府
及有关职能部门的回答，实际上是
对全市人民做出的庄严承诺。希
望市政府及有关部门以此为契机，
保护好水环境，让全市人民拥有一
片碧水、喝上一泓清水、共享一城
活水。③11

许昌

人大“问水”激起莲城波澜

今年是农历“双春闰月”，正是
民间传统摆酒的好年头。“金九银
十”结婚的小高潮刚过，选择在“双
十一”光棍节脱“光”结婚的年轻人
又来扎堆儿。10 月 26 日，记者走
访省会郑州的一些酒店、婚庆公
司，并随机采访市民发现，受节俭
风影响，婚庆主打“亲情牌”，婚宴
推崇“家常菜”，婚礼大操大办习俗
正悄然转身，逐渐回归理性。

刚刚旅游结婚返郑的马先生
说，他的婚宴只办了十几桌，就是亲
朋好友趁机聚一聚，见证爱情。

接受记者采访的不少市民也
表示，与其大张旗鼓、相互攀比婚
礼的奢华，不如将钱花在更有意义
的地方，比如蜜月旅游、休闲度假。

随着婚礼大操大办思维的转
变，婚庆市场也在转型。

“往 年 的 婚 宴 包 桌 动 辄 上 千
元，如今，最受欢迎的则是 699 元和
799 元的包桌。”菜香圃酒家的一位

主管说。郑州天地粤海酒店的工
作人员也表示，随着人们婚庆理念
的转变，星级酒店的婚宴也开始走

“大众、亲民”的路线。
“不只是婚宴，整个婚礼都变

得更突出简洁和亲情。而且，这种
新风尚正在由最初的行政单位，逐
渐蔓延到商业、企业和普通老百姓
中。”郑州幸福节拍婚庆公司总经
理王庆说，比如，从前不少年轻人
在仪式的声光电上攀比新奇、上档
次，如今，就要求在一个简单清爽

的舞台上，向亲朋好友宣告婚姻喜
讯，接受祝福。

节俭风劲吹，婚庆行业应当如
何应对？

“婚礼消费的压缩，确实压低
了相关行业的利润，但并非无利可
图。”河南省婚庆服务行业协会会
长张素莹说，受节俭风影响，花血
本儿也要追求大型、豪华的婚礼风
俗正在改变，市场消费回归理性，
更注重实用、简约。以婚宴包桌为
例，从前一场婚礼通常要摆四五十

桌，如今二三十桌就够了。适应新
形势需求，反对铺张浪费，婚庆行
业积极转型，应当多在服务和个性
化上下功夫。

据了解，如今，一改千篇一律
的模式化婚礼仪程，将个人元素融
入的个性化婚礼正成为时尚。“在
亲朋好友面前展示我和妻子从出
生到成人的成长画面，分享我们从
相识、相知到相爱的历程，既充满
温情又独一无二，这才是婚礼的真
谛。”一位市民如是说。③10

主推家常菜 主打“亲情牌”

省会婚庆市场劲吹节俭风
□本报记者 杜 君

践行价值观践行价值观 文明我先行文明我先行

10 月 24 日，息县包信镇北街
村张学兰老汉家围满了人，听说
央视寻找“乡贤”采访组要来拍
他 了 ，大 家 都 在 关 注 他 的 小 书
屋。

今年 76 岁的张学兰当过工
人，做过民办教师，最后的身份是
农民。除了种地，他全部的精力
都在他的宝贝书屋上。每天早早
起来把门前收拾干净，整饬好花
草，便静静地等人来借书，或是电
话响起，他把书送过去。

20 多年前，张学兰拆了几个
化肥袋缝了一面布墙，墙面上缝
满了装书的布兜，自费购买 100
来册图书，便开始了他的“图书
馆”生涯。

那还是大喇叭的时代，张学
兰常在村委会的大喇叭里招徕读
书人。来读书的人多了，受到鼓
舞的张学兰拼了家底盖了一间图
书室，做了两组书架，图书室有了
自己的名字“育才图书室”，一个
乡村“图书馆”总算成形了。

2000 年暑假，村里小学校给
他“安排”了新工作，让他当校外

辅导员，这使他的老年生活和孩
子联结在一起。

张学兰教孩子们读书，带他
们做好事，带他们写成长日记，领
着他们保护小鸟……张学兰认定
了读书是条正路，他总对人说“读
一辈子书，长一辈子智慧，为社会
做一辈子贡献”。

十多年了，张学兰给村里的
孩子发了上千张奖状，很多孩子
长大了还保存着这些加盖育才图
书室印章的奖状，张学兰自己也
收藏着三百多本孩子交回来的成
长日记。

2005 年起，张学兰开始让自
己的书屋“赶集”。每周三天他都
将很多书装在一个三轮车里，骑
到 集 市 上 摆 摊 ，等 着 人 们 来 借
书。后来他干脆直接打出广告，
想借什么书只需打电话或者到图
书室门口留言，他直接送书上门。

张 学 兰 连 续 四 届 当 选 县 政
协委员，各级的媒体也开始对他
进行关注和报道。但这些都不
是 张 学 兰 内 心 深 处 最 想 要 的 。
他希望每天都有人到他这里来
借书，或者直接在书屋里看书。
他怀念着孩子们假期里在书屋
里的读书声……③10

乡村图书馆 守候读书人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本报通讯员 马 童

10 月 25 日，志愿者为孤儿李航捐款 2000 余元。西峡县爱心公益志愿者协会 60 多名志愿者利用
周末时间来到肖关村，看望 7 名困难老人和孤儿。他们送来了大米、棉被等物品，现场捐款 9883 元。
该协会由当地党员干部和社会各界人士组成，现已发展志愿者 1109 人。他们积极献爱心扶困济贫，
今年已捐款 20多万元。⑤3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

环境监管：对违法排污零容忍
□本报记者 李运海

金九银十，秋高气爽，正是一年好时
节。

然而，作为河南省造纸行业龙头企
业，新乡新亚纸业公司一分厂今年 4 月 1
日刚刚投产的 15 万吨瓦楞纸生产车间却
是静悄悄的。

因未办理环保审批手续、违法建设、
违法生产，今年 7 月份这个车间被省环保
厅责令停止生产，并被处以数十万元的
罚款。

省环保厅有关负责人说，今年以来，
按照源头严管、过程严防、后果严惩的要
求，我省对所有涉污的企业进行地毯式
检查，重拳打击环境违法行为。其中，环
保厅把 40 家企业被列入环保黑名单，24
家被挂牌督办，213 家企业被立案处罚，
罚款 1100 多万元。全省移送公安机关的
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 28 起，涉嫌犯罪
39 人，行政拘留 4 人。

因为环境违法可能被重罚，因为环
境污染可能被判刑，这是在当今环境高
压下，排污企业负责人不得不认真面对
的现实。

环境违法屡禁不止

一些河流水质在改善，但不少城市
重污染天数却在增加，人民群众对居住
环境的变化越来越敏感，要求也越来越
高。面对这种变化，我省的环保标准也
在不断提高，政策法规愈来愈严厉。

但是，一些企业却对这种变化视而
不见，置若罔闻。

河南天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业界
是全省医药生产龙头企业，全国医药行
业重点骨干企业。要说这么知名的企
业，应该严格遵守国家的环保法规，遗憾
的是，企业新建的二分厂和三分厂，都未
经环保部门验收，擅自投入生产多年。
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发现问题后，环保部
门分别对这两个分厂下达了停产决定，
但该企业拒不执行，继续生产。

在此情况下，今年 5 月，省环保委员
会办公室对天方药业实施挂牌督办，要
求“立即停止两违法项目生产，依法办理
环保手续，在未完善环保手续之前不得

擅自恢复生产”。在此高压下，这个企业
才决定对三分厂实施停产并拆除，对二
分厂实施限产 50%。

所有新建项目、改扩建项目都要通
过环保部门验收，才能正式投入生产，这
是国家明文规定的，企业对此也是清楚
的。但是，一些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还
是顶风违规。

舞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是我国第一
家宽厚板生产企业，产品在国内外市场
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竞争力。2009 年，
这个企业与另一家企业合作建设一个生
产铁水的 1260 立方米高炉，占地 1100 多
亩，总投资 12 亿元。今年 3 月，高炉开炉
试生产。

谁能想到，这么大的一个项目，竟然
是未批先建的“私生子”。这个项目仅在
省发改委备案，没有得到任何部门的批
复，就开工建设，并投入试生产。

大型企业以身试法令人不可思议，
污水处理企业的环境违法更是让人哭笑
不得。

驻马店市污水处理厂，2004 年正式
投入运行，日处理能力是 10 万吨。对这
样一个“放心”企业，环保执法人员检查
时发现，其经过处理的污水竟然不达标，
而且自动监控设施没有正常使用。好在
问题发现后，地方政府和企业立即行动，
更换了老旧设备，企业整改好后被解除
了挂牌督办。

利与法的博弈

在环保违法中，真正的法盲是少的，
但很多企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其背后是“巨大”的利益驱动。

河南天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之所以
建两个分厂都未经环保部门验收，说起
来似乎有自己的苦衷。企业负责人说，
当初建厂时，地方政府承诺搬迁附近居
民。但厂建好了，老居民没迁走，新居民
又增加了。

环保上有一个专用词，叫卫生防护
距离，也就是排污设施与居民的距离。
新建项目的卫生防护距离不符合要求，
环保部门是不可能对企业进行验收并批

复生产。
河南天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就在这

个问题上栽了。眼看居民迁不走，环保
部门也不可能验收，投巨资新建的分厂
也不能闲着，只好霸王硬上弓：违法生
产。违法生产后，仅三分厂每年的综合
效益就达 3000 多万元。

在这样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企业
不动心也是难的。

舞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由于没有自
产铁水和转炉，产品成本高，市场竞争力
差，企业连续多年亏损。私自建了这个
1260 立方米的高炉后，仅原料方面每吨
钢就节省成本 400 元左右。去年企业生
产了 240 万吨钢，其效益确实可观。

但是，在当前的环境政策下，类似这
样的重污染项目要按正常审批程序走，
一是审批要求严、过程长，二是获得批复
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所以，企业就选择

“先上车、后买票”，未批先建，来个“生米
做成熟饭”。

舞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的做法也给
牵涉到的政府各管理部门出了个大难
题。高炉不同于其他生产设施，烧起来
不能停，一停就废了。面对这个未批先
建的“私生儿”，各管理部门也无法硬起
手腕，只能选择让其完善手续。

这正应了社会上流传的一句话，叫
“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舞阳钢铁
有限责任公司违法了，但收益很高。他
们说着苦水，谈着教训深刻，其实应该是
偷着乐的。

平顶山的天宏焦化公司也曾经偷着
乐过，但如今真是一肚子苦水。这个企
业建于 1968 年，目前属于中国平煤神马
集团，还承担着城市的部分煤气供应。

这十多年中，我国的焦炭价格经历
了一个从寒冬到春天、从春天又到寒冬
的变化过程。2004 年焦炭供不应求的时
候，天宏焦化公司投资 2000 多万元建成
了一个 80 型的焦炉，未经环保部门验收，
于第二年投产，一直违法生产 9 年。

其实，因为与居民区距离不到 100
米，卫生防护距离不够，天宏焦化公司新
建的这个焦炉根本不可能被环保部门验
收。当时焦炭价格正在高位，企业企图
侥幸闯关。闯关不成，便违法生产。但
从 2008 年开始，焦炭价格一路下滑，从当
初 的 每 吨 4000 多 元 跌 到 如 今 的 每 吨
1000 元。企业苦不堪言，只要一开工就
赔钱。

有环保专家指出，现在看来，天宏焦
化公司生产工艺已经落后了，无论如何
做，很多指标都无法达到环保要求。而
且如今已被包裹在城市内，周围都是居
民。企业只有搬迁一条路了。

在平顶山市，像天宏焦化公司如此
违法的焦化企业有 6 家。在巨大的经济
利益面前，他们视环保法规为儿戏，但最
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对环境违法零容忍

应该说，今年我省加大环保执法力
度，效果也是明显的，一大批“病的不轻”
的环保违法行为被揭露出来，并被处以
重罚、追责，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环境违
法问题的蔓延势头。

义马市环保电力公司是一家利用铬
渣发电的环保型企业，一方面处理了铬
渣污染物，另一方面又发了电。这样一
个立意环保的企业，竟然两台发电机组
都未经环保部门验收，从 2009 年 4 月就
投入了生产。如今企业因此被责令停产
治理。为啥不经环保部门验收，原因也
是离居民太近，卫生防护距离达不到要
求。公司负责人表示，做企业对环保问
题必须高度重视，不能只看眼前的蝇头
小利，更不能有侥幸心理，要充分认识到
环境保护也是企业的生命线之一。否
则，不仅会受到严厉的处罚，也会付出巨
大的代价。

环保部门出重拳、用重典，也得到群
众的支持和认可。从去年 9 月到今年 2
月，江苏扬州宁达贵金属有限公司千里
迢迢，偷偷把电镀污泥从扬州拉到商丘
境内倾倒。被环保意识很高的当地群众
发现后，举报给环保部门，环保部门会同

当地公安机关迅速出动，当场扣押了倾
倒电镀污泥的车辆和人员。经两个部门
联合调查，15 名犯罪嫌疑人被拘留、逮
捕。

这一事件处理快捷、迅速，是环保部
门与公安等执法部门成功合作的典型。

但是，很多时候，对环境违法零容
忍，违法必究，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并
不 容 易 。 据 省 环 保 厅 有 关 负 责 人 介
绍，环境执法监管方面还有不少的制
约因素。

一是衡量政绩过于看重 GDP。在不
少地方，一些污染企业是纳税大户，甚至
是财政支柱，对这些企业“下死手”，无疑
会断了自己的“财路”。

二是环保部门不敢管，管不了，监管
职能难以有效发挥。由于基层环保部门
隶属于地方政府，一些地方领导常常以

“挪位置”、“摘帽子”等手段干扰环境执
法，致使基层环保局长“顶得住的站不
住，站得住的顶不住”。

三是污染企业违法成本低，手段隐
蔽。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对污染处罚标准
偏低，导致许多企业“敢于违法”。发生
污染事件后，也很少追究民事责任和刑
事责任。

当下，必须保持环境监管高压态势，
通过挂牌督办、列入黑名单、区域限批、
顶格处罚、刑事责任追究等硬手段，对违
法行为出重拳、用重典，发现一个，查处
一个，绝不姑息，才能真正打出环保执法
权威，形成强大震慑力。

有关环保专家认为，多年来的粗放
式发展，高污染、高消耗、资源型工业比
重过大，已经给我们的生态环境带来了

“沉疴”，解决环境问题也需要一个过程，
但重症还需猛药治，只有让环境的破坏
者成为“过街老鼠”、受到法律严惩，才能
逐步唤回蓝天白云、青山绿水。

当前，我省进入了大力实施蓝天、碧
水、乡村清洁“三大工程”、推进美丽河南
建设的新阶段。明年 1 月 1 日，国家新修
订、被誉为史上最严的《环境保护法》将
正式实施。届时，环保部门将有更多、更
大的权力，环境执法监管的力度也将会
更大。那些视法律为儿戏、肆意违法排
污者，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⑨7

■雾霾天气高发频发，环境压力前所未有。

■环境违法屡禁不止，利与法的博弈日益激烈。

■“重症”还需“猛药”治，严管重罚成为环境监管的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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