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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高长岭）11月 2
日，记者从省国土资源科学研究院
获悉，我省首次开始对矿业遗迹资
源进行调查和评价，并提出矿业遗
迹保护与利用规划建议。

河南省国土资源科学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介绍，矿业遗迹分为矿
业开发史籍、矿业生产遗址、矿业
活动遗迹、矿业制品、矿业活动有
关的人文景观以及矿产地质遗迹
等 6 种类型。调查人员还要根据
矿业遗迹的典型性、稀有性、完整

性、科学价值、历史文化价值、美学
价值等条件作出评价，分别确定各
矿业遗迹的级别，以促进我省矿业
遗迹的有效保护和永久利用。

据介绍，矿业遗迹野外调查，涉
及我省50多个矿山公园、地质公园、
文物保护单位和40多个矿区。这次
调查中，荥阳西汉冶铁遗址、宋元时
期宝丰县清凉寺汝瓷窑址、汉代的宛
城（冶铁遗址）、社旗瓷器街古建筑群
等40多个文物保护单位因为涉及古
代矿业而被纳入调查范围。③7

我省首次调查矿业遗迹资源

中国集邮网上营业厅
正式上线试运营

盛满一杯刚从丹江水库打上
来的清澈透明的丹江水，饮入口
中，润进喉头。“真的很甜！”

南 水 北 调 中 线 工 程 通 水 在
即，10月 29日至 30日，中原环保
世纪行媒体采访团走访了水源地
丹江口水库库区的淅川县和西峡
县，共饮一杯丹江水，感受当地为
保护水源水质进行的努力和发生
的变化。

水产局长“毁”半生
心血护水源

淅川县丹江口水库，水面碧
波荡漾。在这片水面上，淅川县
水产局局长刘德中亲手托起了该
县网箱养鱼产业的辉煌，但为了
库 区 水 质 安 全 ，又 亲 手 全 部 取
缔。说起这件事，他数度哽咽。

淅川县耕地资源有限，库区
群众曾长期处于十分贫困的状
况。刘德中生于库区，大学报了
水产专业，希望能用技术致富乡

里。1995 年，他作为技术人才被
引进到淅川县水产局，开始着力
发展淅川县的网箱养鱼产业，在
县政府的支持下，一手将之培育
成为该县的支柱产业。截至去年
6月，淅川县在丹江口水库区共有
网箱 41729个，惠及居民达 2万人
左右，许多家庭因此走上了致富
路。

因网箱养鱼对水质有较大影
响，根据要求，今年年初，刘德中
亲自制定文件，将自己一手培育
壮大的产业取缔。截至目前，淅
川县已经拆解网箱 37500多个，占
总数的九成，余下的将于 12 月底
前全部拆除。

这只是我省全力保障水源水
质的一个侧面，全省水源保护区
内的 2 市 6 县共累计关停和转移
污染企业 801家，因此而每年减收
及增加支出共 7 亿元。尤其是我
省在水源区三省中率先关闭了所
有黄姜加工企业，彻底清除了这
个重污染产业，导致当地 30 万亩
的黄姜种植产业消失。

18.3 万亩生态林守
卫水质

天刚下过小雨，南水北调总
干渠渠首的生态林分外翠绿，红
枫、枇杷、广玉兰、梧桐等一排排
种类繁多的树林“守卫”在两岸。
淅川县林业局局长贾先强介绍，
这些生态林全由大型造林公司实
施工程造林，通过土地流转，公司
与当地农民签订三十年承包合
同，农民还可以在林地里打工获
得收入。

淅川是核心水源地和渠首所
在地，目前该县已经全部完成国
家规划确定的 18.3万亩丹江口水
库库周生态隔离带营造任务，总
投资达 4.6 亿元，栽植各类苗木
1100 万株。其中，渠首闸所在区
域生态保育面积共 5万亩。

此外，目前南阳段总干渠两
侧 4.4 万亩生态林带建设用地也
全 部 流 转 到 位 ，已 完 成 造 林
32891.7亩，造林合格率 97.7%。

小流域是库区生态治理的一

个重点。这里土地总面积19.8平方
公里，水土流失面积曾经达 11平方
公里。经过两年的治理，流域内林
草面积达到宜林宜草面积的70%以
上，森林覆盖率由治理前的 31%提
高到58%，年拦蓄泥沙3.2万吨。

省南水北调办副主任杨继成
介绍，我省在一期项目已经完成
2126.46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治
理的基础上，又审批了二期项目
12个项目区共计 45条小流域的实
施方案，规划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580.26平方公里，其中，2013年下
达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43 平方公
里的任务，目前已全部完成。

力推生态经济求发展
近年来，水源区各地市加快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走绿色发展之
路，发展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初
步形成了一批茶叶、金银花、猕猴
桃、食用菌、中药材等生态产业带。

走进西峡县占地 1600亩的宛
西制药仲景百草园，环境幽雅，空
气清新，园内的 500多种药用植物

和 300余种中药材，展示了西峡县
丰富的中药材资源。

西峡县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水源核心区，汇水区面积占全省
的 40%，是库区汇水面积最大的
县。该县县长孙起鹏介绍，近年
来，该县走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
化发展之路，生态经济成为该县
发展重点。目前，西峡种植猕猴
桃面积已达 10 万亩，野生猕猴桃
面积 30万亩，中药材 30万亩。

而淅川县生态经济也日益壮
大。目前，淅川县已在丹江口库
区种植茶叶 3 万余亩、金银花 2.8
万亩、薄壳核桃 1万多亩。该县计
划用 5 年的时间，高标准建设 13
万亩优质茶产业种植基地和 10万
亩优质金银花种植基地，将丹江
口库区打造成全国重要的生态示
范区。

淅川县水利局水保股股长党
磊说：“小草峪小流域薄壳核桃、金
银花等进入盛产期后，年直接经济
效益可达 1800 万元，群众每年人
均收入可增加 800元以上。”③6

为了北上的一泓清水
——中原环保世纪行媒体采访团走访南水北调中线水源侧记

□本报记者 徐东坡

本报讯（记者陈学桦 通讯员
任建庭）截至 10月 31日，由国网河
南省电力公司联合林州市政府打
造的“冲天炉”煤改电项目，已完成
154 家汽车配件生产企业的改造
任务，这标志着河南“以电代煤”锅
炉改造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

上世纪 90 年代，林州市按照
“富太行”的发展战略，将汽车配件
铸造业打造成支柱产业，并成为全
国汽车零配件生产基地。如今，铸
造企业使用的“冲天炉”造成的大
气环境污染问题日益显现。对此，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配合当地“美
太行”行动，主动编制汽车配件生
产企业“冲天炉”改“中频电炉”方
案，并获得政府立项和支持。

“我 们 投 资 架 设 120 千 米 10
千伏线路，以满足企业改造升级
后的用电需求，按方案全部完成
改造后，每年大约可减少标煤消
耗 16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39.9 万
吨、二氧化硫 1.2 万吨。”据国网河
南电力有关负责人介绍，“以电代
煤”锅炉改造项目的实施，不仅利
于环境保护，更能增强企业可持

续发展后劲。
以 2013年 10月完成改造的林

州某机械公司为例，改造后除了环
保效益外，吨铁用电增加支出 200
元，考虑产品质量提高、次品率降
低、维护费用减少、人工成本减少
等 综 合 因 素 ，吨 铁 增 加 收 益 300
元、增加效益 100 元，按正常生产
每天熔铁 25 吨计算，日增收 2500
元，经过一年运转已收回一半改造
投资。

锅炉改造不止于此。在《河南
省蓝天工程行动计划》中，省政府
要求 2015 年各县 (市)完成集中供
热供气覆盖区内 2 蒸吨/时及以下
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改造或拆除，
2016年省辖市建成区全部完成 10
蒸吨/时及以下燃煤锅炉清洁能源
改造或拆除，2017 年基本取消产
业集聚区内分散燃煤锅炉。

“此举将成为河南推广‘以电
代煤、以电代油、电从远方来’能源
消费新模式的加速器，有利于提高
电能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重，推
进社会节能减排、提高能效。”这位
负责人表示。③6

林州154家汽配企业
用上清洁能源

11 月 1 日，建设银行平顶山分行 30 余名员工来到鲁山县熊背乡留
守儿童家园，为孩子们送来学习用品和生活用品，开展一对一帮扶活
动。⑤4 王双正 魏新伟 摄

本报讯（记者徐东坡 通讯员
刘 铭）11月 1日零时起，中国集邮
网上营业厅（http://jiyou.11185.cn）
正式上线试运营。

中国集邮网上营业厅是中国
邮政以客户为中心搭建的集集邮
交流、票品欣赏、集邮文化传播、诚
信交易为一体的集邮线上综合服
务平台。通过线上网厅、线下网点
相结合的平台建设与业务融合，最
大程度地满足社会各界集邮爱好
者的多样需求。

记者从省邮政公司了解到，
自 11 月 1 日零时起，广大集邮爱

好者即可登录集邮网上营业厅，
通过实名注册成为会员用户，就
可 以 方 便 快 捷 地 享 受 到 新 邮 预
订、新邮零售、集邮品销售、原地
邮品实寄等全面服务，享受“预
订、购买、下单、送货+自提”等一
站式服务。同时，还可以体验网
上交流互动、文化收藏类期刊阅
读、信息推送等会员增值服务。
未来，中国集邮网上营业厅还将
实现网上邮展、个性化定制、集邮
品拍卖、寄售、代购、社会资源产
品销售等延展性功能，最大程度
满足用户的多样需求。③7

刚刚落幕的 2014 装备制造暨
新能源汽车产业专题对接会上，新
能源汽车的替代性和发展方向成为
大家热议的话题。而几乎同时，国
家电动客车电控与安全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落户郑州宇通的消息则令业
内人士兴奋不已。

面对日益严峻的能源和环境问
题，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价值和广阔
前景早已被人们看好和肯定，然而
为何新能源汽车推而不广？国家将
如何着手突破困局？11 月 2 日，记
者走访有关人士寻找答案。

三大因素促国家级
技术中心落户宇通

“此次科技部选择将国家电动
客车电控与安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放在宇通，主要是基于宇通所具有
的高科技性、高增长性和高市场占
有率三个方面的考虑。”该中心技术
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教授欧
阳明高这样评价。

高科技性——宇通发展新能源
客车产品的行业比较优势突出：具有
行业领先的制造和工艺能力、完善的
产品线和销售服务网络；在整车控
制、电机控制、电池管理等方向上都
形成了以博士为核心的人才梯队；行
业领先的盈利能力，充足的资金将能
较好满足新能源事业的发展需求。

高市场占有率——到目前为
止，宇通已连续十余年位居客车行
业销量第一，2013年新能源客车销
量 3710 辆，市场占有率达 29.33%，
是二、三、四名的总和。

高增长性——宇通新能源技术

平台睿控已全面应用于旗下车型，
引领了国内新能源客车技术的发展
方向。今年上半年，宇通共销售新
能源客车 1838辆，行业集中度高达
34.5%，是 排 位 第 二 名 企 业 的 2.3
倍，市场占有率持续稳步提升。

据悉，国家电动客车电控与安
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将形成 320人
以上的专业技术研发团队，重点突
破电动客车动力系统、车载能源、电
机驱动、整车控制和电附件等 5 大
系统的电控核心技术，助力我国汽
车产业技术升级，推动新能源汽车
市场规模拓展。

郑州新能源汽车推广
走在前列

“作为我国新能源客车重要的
生产和销售地区，郑州市对新能源
汽车推广的重视是科技部选择将国
家电动客车电控与安全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放在这里的重要原因。”省科
技厅厅长贾跃说。

郑州市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说，近年来，郑州市出台一系列支持
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政策，如每年组
织汽车企业实施一批新能源汽车重
大技术攻关和产业化项目，由市财
政给予补贴；对于新能源整车生产
企业，各类新能源汽车年产销量突
破重点节点时也分别给予不同程度
的奖励；在鼓励新能源汽车整车企
业采购本地生产的动力电池、电机
及电控系统等关键零部件方面，也
有最高 300万元的奖励资金。

郑州市还提出目标，到 2015年
力争新能源汽车生产能力达到 10万
辆，销售收入达 300亿元以上，力争
把郑州建设成为在全国有重要影响

力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
各项政策利好结出硕果——今

年前三季度，在全国推广新能源汽
车城市排名中，郑州排在深圳、北京
之后，位列全国第三。“郑州的新能
源汽车推广、使用氛围非常好，公共
交通的新能源汽车使用情况走在全
国前列。”6 月，在郑州举办的新能
源汽车产品市场供需对接会现场，
科技部电动汽车项目监理组组长王
秉刚称赞说。

客车成新能源汽车
商业化突破口

11 月 1 日，国家电动客车电控
与安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启动
仪式上，中心常务副主任李高鹏透
露的一组数据令人深思——

数据显示，自 2009年国家实施
推广政策至今，5 年间推广的节能
与新能源汽车总共只有 7 万辆，与
当初定下的 2015 年保有量达到 50
万辆的目标相距甚远。

“成本问题、电机问题、续航里
程、充电设施等，这些都是制约新能
源汽车发展的拦路虎。”李高鹏说。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的《关
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指导
意见》明确提出，将把公共服务领域
用车作为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突
破口；紧接着，国家发改委、科技部
等七部委又提出，到 2015年，在京津
冀地区公共交通服务领域计划推广
20222 辆新能源汽车，新建充电桩
1.62万个；11月 1日，业内又传出国
家电动客车电控与安全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落户宇通的消息……种种信
号都向人们表明，客车正成为中国
新能源汽车商业化的突破口。③6

本报讯（记者董建矿 通讯员
董文胜）白色的公交车体、动车造
型的子弹头前脸、12 米长的车
身、冷暖空调、无级变速……10
月 29日，20台纯电动公交车在新
乡市正式上路运营。

为了推进公交都市和新能源
城市建设，新乡市出资 4000 万
元，购买了 40 台纯电动公交车。
首批上线的 20 辆纯电动公交车

将优先配置到 27路、25路两条线
路上，剩余的 20辆纯电动公交车
也将陆续到位并投入运行，为市
民提供更加舒适、便捷的出行环
境。

据悉，新乡是“国家新能源汽
车试点城市”、国家“公交都市”示
范城市。此前，新乡已有 10多辆
纯电动公交车和 100多台纯电动
出租车试运营。③10

国家级技术中心缘何花落宇通
□本报记者 杨 凌

新乡20台电动公交投用

▶▶相关新闻

郑州市提出，到2015年力争新能源汽车——

2013年新能源客车销量

3710辆

2014年上半年新能源客车销量

1838辆
是排位第二名企业的2.3倍

市场占有率

29.33%

行业集中度

34.5%

生产能力达

10万辆
销售收入达

300亿元以上

宇通已连续十余年位居客车行业销量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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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大力实施基层农技推广补助项目

农 民 种 田 有 了“ 科 技 保 姆 ”
本报记者 卢 松

三秋时节，滑县白道口镇西河
京村种粮大户黄国兴家的 50 亩玉
米又获得丰收。“面对严重夏旱，除
了高标准粮田 50亩地一眼井，浇水
方便外，多亏了农技人员的指导。”
10 月 29 日，黄国兴竖起大拇指称
赞说：“农技人员教给俺们的适时
晚收、深耕、密植等技术，是获得丰
收的‘法宝’。”

科技来帮忙，群众粮满仓。有
农业专家指出，改进我国粮食问题
的唯一出路，是通过科技进步提高
粮食单位面积产量。

近年来，我省各地以实施全国
基层农技推广补助项目为抓手，进
一步健全农技推广服务机制，提高
公共服务效能，打通农技推广“最
后一公里”，促进了农业科技成果
的转化应用，为农民增产增收提供
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多级网络让农技服务直
送田间

滑县农技中心技术指导员孙
彩霞，从事农技推广工作 20 多年，

不但专业技能强，而且善于把农业
技术转化成群众听得懂的话推广，
被当地农民称为“科技智多星”。

为把农业技术推广到千家万
户，孙彩霞大胆创新，与同事一起，
编印 5000份农事挂历，分发给全县
的农业科技示范户、种粮大户、科
技带头人。全年每个月的农田管
理技术要点在农事挂历上一目了
然，农民不但查询方便，而且简单
易学。滑县留固镇小营村农民张
志广高兴地说：“农事挂历既能查
找日期，又是科技种地的‘黄历’，
农技专家为农民想得真周到。”

孙彩霞仅是全省众多农技人
员的典型代表。通过实施基层农
技推广补助项目，全省县级农业部
门进一步强化了对乡镇农技推广

机构和一线农技人员的业务管理、
经费支持和培训指导，稳定了基层
农技推广队伍，调动了基层农技人
员下乡服务的积极性，改变了以往

“无人推广、无心推广、无力推广”
的局面。

同时，全省各地基层农技人员
积极落实包村联户制度，在各农业
村培育科技示范户，实现了村村都
有农技人员定点服务、有科技示范
户辐射带动，目前全省县、乡、村三
级推广网络日益健全完善。

省农业厅科教处相关负责人
介绍，近年来，我省创新完善的“专
家+农技人员+科技示范户+辐射带
动户”技术服务模式，把新科技、新
方法直送田间地头，为全省粮食生
产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技术创新与基层推广实
现有效对接

9月27日，夏邑县会亭镇崔楼村
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桥玉 8号全程
机械化生产示范田，一辆玉米联合籽
粒收获机来回穿梭，与以往玉米收割
不同，从这台收获机中“吐”出的不是
玉米棒，而是金灿灿的玉米粒。

“经专家实打实收，百亩方亩
产 806.1公斤，含水量 14%，破损率
4.1%，这标志着我省玉米收获实现
全程机械化，能够像收小麦一样收
玉米。”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
专家陈彦惠说。

玉米的耕、种环节在我省早已
实现机械化生产，但由于玉米粒含
水量高，机收脱粒时籽粒易破碎、
损失率高，难以实现收割、脱粒同

步，导致玉米机械收获一直是玉米
生产全程机械化的“瓶颈”。经过
育种、栽培、机械、农技推广等岗位
专家联合攻关，今年玉米产业技术
体系全程机械化生产取得重大进
展，并通过观摩会等形式在全省推
广。以机械化籽粒收割主导品种
桥玉 8 号为例，去年机收籽粒面积
只有 6万亩，今年将达到 13万亩。

基层农技推广补助项目实施以
来，我省积极探索创新，建立了现代
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与农技
推广体系的对接机制，并取得了明
显成效。农机技术推广补助项目是
对接机制的一个创新示范。

除了农机技术推广补助项目，
我省还在种植业、畜牧业、水产等
方面实施项目，有效提高了科技示
范户种养科技水平和生产经营能

力，对全省粮食、油料、蔬菜及畜
牧、水产品持续增产，农民收入持
续增加起到了极大地促进作用。

据统计，全省小麦、玉米、生猪
等 8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
创新团队的 11 名首席专家、33 名
岗位专家，依托 27 个综合试验站，
与 41 个示范县实行了对口帮扶。
创新团队的专家结合产业，在示范
县开展技术咨询服务，实地培训基
层农技人员和农民，一大批新优品
种和先进适用技术得到推广应用。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
农技推广效率

在农技人员的引导下，黄国兴
也爱上了农技，通过增加玉米种植
密度，引种“隆平 206”，今年玉米实

现单产 1300 斤。在粮食生产过程
中，他从使蛮力到使巧力，从靠经
验到靠科技，成长为一个种粮科技
户和新型职业农民。

如今，在中原大地，种粮大户、
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这些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正逐渐成为新技术推
广、带领群众增收致富的生力军。

“与一家一户的农民被动接收
不一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农业
技术是主动渴求。”一位基层农业
技术推广干部介绍，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大都具备一定的种粮经验和
能力，也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去研究农业技术，非常迫切希望通
过现代农业技术来提高粮食产量。

在基层农技推广补助项目实
施过程中，我省以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为重点，大力促进农技推广主体
多元化的发展。通过培育科技示
范户，择优遴选农业产业化企业建
设试验示范基地，加大资金扶持力
度，强化技术指导服务，引导、支持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农技推广，
充分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大幅提
高了全省农技推广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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