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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省人大、省政府法制
办、省水利厅先后 4 次向省政府有
关部门和省辖市人民政府及其他
有关单位正式征求意见，共收到修
改意见和建议 500余条；同时，网络
征集社会公众意见达 1000多条。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郭庚茂在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
十次会议讲话中提出，常委会对水
土保持规划、水土流失的预防和治
理、水土保持监测和监督以及法律
责任等作出了补充和细化，突出了
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域的划定，强
化了各级政府在水土保持工作中
的主导地位和管理责任，既符合我
省实际，也具有较强针对性和可操
作性，对于推动我省水土保持工作
的健康发展，保护和合理利用水土
资源，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保障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有关部门要切实抓好
法规的学习宣传，深刻领会立法精
神和要求，增强贯彻实施的自觉性
和主动性，推动水土保持法及我省
实施办法的全面贯彻落实。

记者:近年来我省水土流失治
理取得了哪些成果，新《实施办法》
颁布的必要性是什么。

王小平：河南是全国水土流失
比较严重的省区之一，水土流失面
积大，分布广，全省已经初步治理
水土流失面积 3.34 万平方公里，
50%的水土流失面积得到有效控
制，年土壤侵蚀总量由 2.33 亿吨减
少到 1.20 亿吨，保护了生态环境，
有 2000多万人从中直接受益，有力
促 进 了 当 地 的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
2014年 8月，新县、西峡县和信阳市

平桥区率先第一批通过“国家水土
保持生态文明工程”评审，截至目
前，我省已拥有 7个“国家水土保持
生态文明县（市、工程)”，无论在数
量上还是在种类上，均居全国第
一。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数量也
位居全国第一，全省共创建水土保
持科技示范园 29 家，其中 11 家被
水利部命名为国家级水土保持科
技示范园，其中 3 家被评为全国中
小学水土保持教育社会实践基地。

但当前我省还存在一些人为
破坏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水土流失
的现象。我省现行《实施办法》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的
规定还存在不一致的地方。因此，
对现行《实施办法》进行修订是必
要的。

记者：新《实施办法》有哪些重
要的规定？

王小平：本次《实施办法》的修
订，在制度设定和管理范围上都做
出了重大调整。《实施办法》共七章
四十九条，包括总则、规划、预防、
治理、监测和监督、法律责任、附则
等内容。

第一是强化了规划的法律地
位。编制水土保持规划，是从源头
上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的重要措
施。《实施办法》第二章对水土流失
调查、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
划定、水土保持规划的编制等作出
了规定。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水土保持法》的有关规定，考

虑到水土保持规划与其他规划的
衔接，《实施办法》第十三条规定，
有关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建设、公
共服务设施建设、矿产资源开发、
土地开发整理、旅游开发以及产业
集聚区、各类工业园区建设等方面
的规划，在实施过程中可能造成水
土流失的，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应
当在规划中提出水土流失预防和
治理的对策和措施，并在报请审批
前征求本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
部门的意见。

第 二 是 强 化 了 预 防 保 护 制
度。一是规定了各级人民政府应
当按照水土保持规划，采取封育保
护、自然修复、植树种草等生态建
设措施，预防和减轻水土流失。二
是要求水土保持设施的所有权人
或者使用权人加强水土保持设施
的管理与维护，落实管护责任，保
障水土保持功能的正常发挥，并明
确了水土保持设施的具体范围。
三是加强了对开荒、取土、挖砂、采
石等活动的管理，规定了禁止开
荒、挖砂、采石、取土的具体范围。
四是明确了水土保持方案的编制、
审批和验收制度。

第 三 是 强 化 了 综 合 治 理 措
施。一是明确在水土流失重点治
理区实施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
建设；二是明确水土保持投入保障
机制；三是引导和鼓励国内外单位
和个人投资、捐资或者以其他方式
参与水土流失治理；四是鼓励和支

持保护性耕作等有利于水土保持
的行为。

记者：新《实施办法》对水土流
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是如
何划定的？

王小平：新《实施办法》第十一
条对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
治理区作了明确规定，应当划定为
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的包括：（一）
水土流失微度的山区、丘陵区、平
原沙土区等区域；（二）水土流失综
合治理程度达到初步标准的区域；

（三）水源涵养区、饮用水水源区、
基本农田保护区；（四）水库库区及
其集水区、湖泊保护范围；（五）水
土流失潜在危险较大的其他区域。
应当划定为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
的包括：(一)水土流失轻度以上以
及人口密度较大的山区、丘陵区、
平原沙土区等区域；(二)崩塌、滑
坡、山洪易发危险区；（三）废弃矿
山（场）、采石场；（四）大型基础设
施 工 程 建 设 迹 地 、矿 山 塌 陷 区 ；

（五）生态环境恶化，水旱风沙灾害
严重的其他区域。

记者：新《实施办法》关于对未
按照水土保持方案落实水土保持
措施的行为进行处罚有什么具体
规定？

王小平：新《实施办法》的第四
十五条，即“违反本办法规定，在专
门存放地未采取防护措施倾倒砂、
石、土、矸石、尾矿、废渣等的，由县
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造成水
土流失的，按照倾倒数量处每立方
米十元以上二十元以下的罚款。”

记者：新《实施办法》是如何加
强法律责任的？

王小平：新《实施办法》与上位
法相比有以下新的突破：一是增加
了对生产建设单位、个人的规定。
第四十一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对未落实水土
保持方案的生产建设单位、个人，
记入单位和个人信用信息系统。
二是细化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
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
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有规
定情形之一的，由有关部门按照管
辖权限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是对从事水土保持方案编制、监
测、监理、技术评估的技术服务单
位的规定。第四十八条规定从事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监测、监理、技
术评估的技术服务单位违反本办
法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
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
的，由有关部门依法降低资质等级
或者取消其资格证书。

记者：新《实施办法》关于水土
保持补偿费征收和使用管理办法
的制定并公布日期问题有什么规定？

王小平：新《实施办法》第三十
条第三款，即“水土保持补偿费的
征收和使用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

府财政部门、价格主管部门会同省
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国
家有关规定，于本办法生效之日起
六个月内制定并公布。”

记者：新《实施办法》对生产建
设活动造成水土流失的防治措施
有哪些规定？

王小平：新《实施办法》第三十
二条细化了生产建设单位应当按
照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对开发建
设过程中产生的水土流失进行综
合防治。“生产建设单位按照批准
的水土保持方案，在生产建设经营
活动中需要临时占用土地的，对地
表土应当采取覆盖、隔离等保护措
施，减少地表扰动范围；永久占用
土地的，对地表土应当分层剥离、
保存和利用。工程土石方挖填应
当做到平衡，禁止乱挖滥弃。”“在
生产建设施工过程中，应当采取截
排水、沉沙、拦挡、苫盖等临时防护
措施，防止水土流失。生产建设活
动结束后，应当及时在取土场、开
挖面和存放地的裸露土地上植树
种草、恢复植被和复垦。”

有效控制生产建设期间可能
产生的水土流失，一是要做到土石
方挖填平衡，减少开挖和占地面
积，减少地表扰动，提高土石方的
利用率；二是要减少地表扰动范
围，最大限度地保护地貌植被，增
加地表抗蚀性，减少地表径流，增
加径流汇流时间，加速地表水入
渗，有效补充地下水；三是要对废

弃的砂、石、土、渣、矸石、尾矿等存
放地，通过采取遮盖，设置拦挡、排
水沟、沉沙池、坡面防护等措施，减
轻地表水的冲刷。对在沟道设置
的废弃砂石土渣存放地，还要做好
上游集水区防洪排导工程措施。

记者：对贯彻施行新《实施办
法》有哪些打算？

王小平：实施新《实施办法》，
关键是抓宣传、抓贯彻、抓落实。

第一要抓好新《实施办法》的
学习和宣传工作。水利厅将做出
统一部署和安排，组织全省水利系
统，认真学习新《实施办法》，提高
贯彻落实的自觉性、主动性。同
时，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组织全
体人员认真学习，并开展面向全社
会、全体公民的宣传教育活动。

第二要进一步加强监督执法
队伍建设。一是加强监督执法人
员培训，提高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
和执法能力；二是建立和完善各项
制度，保证执法人员忠于职守，秉
公执法，切实做到有法必依、执法
必严、违法必究；三是加快水土保
持配套法规制度建设。市县两级
水行政主管部门以实施办法为依
据，尽快修订完善配套法规，切实
将新《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落实
到位，开创水土保持事业的新局面。

生态保护不能毕其功于一役，
生态文明建设永远在路上。蓝天
白云、青山绿水是长远发展的最大
本钱，作为水利人要认真落实中央
重大战略部署，以新《实施办法》颁
布实施为契机，树起水土保持的绿
色屏障，为建设美丽河南做出新的
更大的贡献。

加 强 水 土 保 持 建 设 美 丽 河 南

本报讯（记者党文民）雾霾频
发，大风成了人们的念想。11 月
28日，记者从省气象台获悉，从 11
月 30 日开始，有一股势力较强的
冷空气来袭，带来明显的降温。

据 省 气 象 台 发 布 的 天 气 预
报，本周影响我省的冷空气仍较
频繁。除了周初势力较强的冷空
气外，周中后期还有两次中等偏
弱的冷空气影响我省。周一，受
较强冷空气影响，全省有 4到 5级

西北风，气温下降明显。周三，全
省晴天间多云，受冷空气影响，有
4 到 5 级西北风。周六和周日，全
省多云到阴天，南部地区转小雨
雪，其他部分地区转零星小雨雪。

预计本周我省夜间的最低气温
会明显下降，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
降至-5℃到-3℃左右。周平均气
温：西部山区和北部 2～3℃，其他地
区 4～5℃。周内极端最低气温：西
部山区和北部-7℃～-5℃。③6

本报讯 （记者谭 勇）11月 27
日至 28 日，按照国家安全监管总
局的统一部署，我省启动“百名记
者百矿行”活动，首站走进河南能
源化工集团永煤公司陈四楼煤矿
和城郊煤矿。

根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
厅《关于开展 2014年“百名记者百
矿行”活动的通知》，以及省政府安
委会《河南省“六打六治”打非治违
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省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局联合河南煤矿安全监
察局决定开展“百名记者百矿行”
活动，活动主题是“强化红线意识，
促进安全发展”。

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负责
人介绍，本次活动旨在深入宣传贯
彻 12月 1日将正式施行的新《安全
生产法》，以矿山“六打六治”专项
行动为主要内容，督导非煤矿山

“双十条”和煤矿安全生产“双七
条”落实情况，并结合打非治违专
项行动，挖掘和总结安全生产好的
典型和经验。同时，活动采取“四
不两直”的方式，对重点企业和单
位开展暗查暗访，曝光非法违法生
产建设经营的单位和行为，积极营
造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的浓厚氛
围，推动我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
定好转。③6

本报讯 （记者杜 君 通讯员
宋剑丽）看到某种感兴趣的植物，
不知叫啥，咋办？11 月 28 日，记
者从郑州绿博园获悉，目前园区
200 多个品种的植物“代表”均已
佩戴上二维码，徜徉在这个植物
王国，遇到“新奇特”面孔，你只需
用手机轻轻“扫一扫”，该植物品

种的相关信息就可一目了然。
据介绍，郑州绿博园内植被

资源丰富，众多“新奇特”植物荟
萃。为方便游人观赏和了解花木，
绿博园抽调专业人员，为园区内
200多个主要品种、约 1500株植物

“代表”挂上了二维码信息牌。人
们观赏时，只要拿出手机对准信息

牌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即可看到
该植物的形态特征、生长习性、栽
培技术、繁殖方法、植物文化等详
细的科普内容。

绿博园工作人员表示，为方
便大家随时随地顺畅查看植物二
维码信息，园区现已实现免费 wifi
全覆盖。③9

本报讯 （记者王 平）12 月 1
日是第27个“世界艾滋病日”。11月
30日，由省艾防办主办、郑州大学
承办、郑州市艾防办协办的 2014
年世界艾滋病日大型主题宣传活
动在郑州大学举行。

活动当天，郑州大学校园主干
道两旁的树干上全部挂上了红丝
带，“行动起来，向‘零’艾滋迈进”
等 宣 传 标 语 横 幅 悬 挂 在 教 学 楼
前。在校园北操场，来自省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郑州市中心医院等省
会 20 余家医疗卫生单位的 200 名
医务人员，开展了艾滋病防治知识
宣传与咨询活动。此外，该校校医
院、团委，以及大学生志愿者现场
发放艾滋病宣传册，举办“防艾世

界杯”、“消艾飞镖”等游戏，以多种
多样的形式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

据了解，截至 2014年 10月 31
日，我省累计确认艾滋病感染者
63940 例 ，其 中 现 症 病 人 33662
例。据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
任王哲介绍，目前全省艾滋病疫情
形势呈现以下特点：疫情仍呈上升
趋势，感染人数不断增加，今年
1～10月新报告 3952例，比去年同
期增长 17.44%；性传播明显上升，
已成为主要传播途径，今年 1～10
月报告性传播 3806 人，占全部报
告病例的 96.31%，比去年同期增
长 21.13%；受艾滋病影响人群多
样化，疫情向普通人群扩散的风险
进一步增加。③6

本周冷空气频频来袭
最低气温下降明显

我省启动“百名记者百矿行”活动

全省艾滋病感染者
累计确认63940例

“新奇特”植物叫啥“扫扫”就知道
郑州绿博园植物二维码实现品种全覆盖

“这把钢刀，是花了 6000元从
河北沧州买回来的。还有这生锈
的子弹，是在武汉发现的一座日军
军械仓库里，翻腾了大半天捡到
的。”11 月 27 日，天下着细雨，“革
命老区行”采访团一行来到登封市
白坪乡豫西抗日先遣支队司令部
驻地旧址，在这里，见到了自办“日
军侵华罪行展”的农民任殿爵。

今年 64 岁的任殿爵，20 年来
到全国各地收集日军侵华罪行的
实物和资料，办起了“日军侵华罪
行展”，并提供给公众免费参观。
目前，他已自费收藏图片 500 余
幅，实物 200 余件。面对记者们，
任殿爵激动地说：“这些资料都是
日军侵华的罪证，历史不能被篡
改，更不能被忘记。”

在登封，这个全境都被列为
革命老区的红色教育基地，到处
流 传 着 军 民 浴 血 奋 战 的 抗 日 故
事，到处传承着老区的革命精神。

1944年 4月，日军发动河南战

役，9月，以皮定均为司令员、徐子
荣为政委的豫西抗日先遣支队挺
进登封，司令部就驻扎在白坪乡东
白栗坪（今白坪乡东白坪村）李如
松家，李家后人李随意今年 84岁，
至今仍生活在驻地旧址。提起皮
司令在驻地的工作和生活，李随意
如数家珍。“部队驻扎在我家，不拿
一针一线，有时一天都吃不上饭，
我奶奶便做饭送给他们。”李随意
说。

据登封市老区建设促进会会
长宫寅介绍，目前，登封市除了建
有革命烈士纪念馆和 11 个烈士
陵园外，先后修复了白坪豫西抗
日先遣支队司令部皮定均驻地、
抗日县政府驻地、徐庄河南军区
和区党委王树声司令部等遗址，
并 为 全 市 27 处 抗 日 遗 址 立 碑 。
今年，是皮定均司令诞辰 100 周
年，登封群众自发组织了大量的
纪念活动。

“老区人民正是不断传承发扬
着红色革命精神，才能在经济建设
中取得不断的发展。”宫寅说。③6

□本报记者 张向阳

郑州中院： 0371-69521130
开封中院： 0371-23806385
洛阳中院： 0379-63369522
平顶山中院：0375-2862587
安阳中院： 0372-3163051
鹤壁中院： 0392-3380125
新乡中院： 0373-3769650
焦作中院： 0391-3386085
濮阳中院： 0393-6657202
许昌中院： 0374-2929708
漯河中院： 0395-3560101
三门峡中院：0398-2967355
商丘中院： 0370-2209419
周口中院： 0394-8158106
驻马店中院：0396-2166262
南阳中院： 0377-63079939
信阳中院： 0376-6360119
济源中院： 0391-5566030
郑铁中院： 0371-68323048

全省各中级人民法院
欠薪维权热线电话

本报讯 （记者谢建晓）年末
岁尾，在大批农民工离城返乡之
际，省高级人民法院决定开展全
省法院第六次“拖欠农民工工资
案件集中办理”活动，公布集中办
理 7 类欠薪案件。11 月 30 日，省
高院开通维权热线电话：0371—
65768520，接受群众举报和监督。

我省法院开展“拖欠农民工
工资案件集中办理”活动，从 11月
25日持续到 2015年 1月 25日。活
动期间，全省法院集中办理 7类欠
薪案件：以农民工为一方当事人
的拖欠工资或劳动报酬案件；有
财产给付内容的涉及农民工的劳
动争议案件；涉及农民工工资、劳
动报酬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
件；涉及农民工工资、劳动报酬及
工伤认定的非诉行政执行案件；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和
涉及农民工工资的“拒不履行判
决裁定”刑事案件；农民工及其随
迁家属进城落户后的土地承包经

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经济收
益分配权纠纷案件；其他涉及农
民工工资、劳动报酬、社会保障的
民事、行政、执行等案件。

省高院有关负责人解释，农
民工工资和劳动报酬是指农民
工依照法律或者约定，应当获得
的各种劳动收入，包括工资、劳

务报酬、奖金、津贴、补贴、加班
补助和应当支付给劳动者个人
的社会保险福利费用、劳动保护
费用等。③6

我省法院集中办理农民工讨薪案

CFP供图

登封农民自办抗日展馆

11月 30日，一批文化志愿者正在夏邑县青少年
活动中心献爱心。这个活动中心设有美术、舞蹈、摄
影等活动室，每逢周末和节假日免费向公众开放。
这里的志愿者服务热心，青少年们玩得开心。⑤3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影报道

▲老年美术志愿者正在辅导青年人学素描。
◀志愿者正准备给一对母女拍照片。

文化活动中心的志愿者

本报讯 （记者王 平）11月 28
日上午，2014年雏牧香“爱心 1+1”
农民创业项目签约暨捐赠仪式在
省慈善总会举行。本年度省慈善
总会侯氏家族将再次捐资帮扶我
省 40名困难农户创业。

雏牧香“爱心 1+1”农民创业
计划项目于 2013 年启动，旨在扶
持有能力且具有爱心的农民创业
者创业，给予每个创业项目不超过
5万元的资金帮扶，解决其创业融
资难和商业资源匮乏等问题。同

时，该项目还倡议获得资助的创业
成功者，在两年内自愿捐赠不低于
5万元的创业帮扶金，支持另外一
名农户创业，构成“爱心 1+1”的帮
扶模式。

据了解，在项目启动的第一
年，已有 40家农户得到 200万元的
创业资金帮扶，并且大多数农民创
业成功。今年通过对全省 60多份
困难农户申报资料的审核和实地
考察，首批挑选出 27 个创业项目
于当天进行了现场签约资助。③6

“爱心1+1”化解农民创业融资难

11 月 27 日，由洛阳石化新开发的高附加值树脂产品 PPH-T03 正
从生产线上下线。该产品主要用于生产医疗器械、食品包装、家用电器
外壳、电线电缆、编织纤维、收缩包装薄膜等。⑤3潘炳郁 王晓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