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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郭海方）为进一
步提升交通区位优势，已经基本构
建起现代大型综合铁路运输枢纽
的河南，将通过全面深化铁路投融
资体制改革、综合开发铁路沿线土
地等举措，再掀铁路建设新热潮。
这是记者 3 月 11 日从省政府近日
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铁路
建设的意见》中获得的信息。

铁路建设今后重在
“增加规模、完善路网、提
高质量、提升能力”

目前 ,我省铁路建设已基本形
成了以“三纵五横”(三纵 :京广、京
九、焦柳铁路 ,五横 :陇海、新菏兖
日、宁西、洛阳—漯河—阜阳—南

京、晋豫鲁铁路)国家干线铁路网
为主骨架、城际铁路和地方铁路
为补充的铁路运输网络和由郑州
东站、郑州站、郑州圃田铁路集装
箱中心站、郑州北货运编组站等
场站构成的现代大型综合铁路运
输枢纽 ,铁路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的支撑保障作用进一步增强。但
权威人士认为，我省铁路客货运
场站布局还不够完善，运输能力
总体不足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
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还存在一定
差距。与其他交通方式相比，铁
路仍是我省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
薄弱环节。

为此，《意见》明确指出，今后
一段时期是我省铁路建设加快发
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全省将以“增

加规模、完善路网、提高质量、提升
能力”为重点,着力加快“米”字形快
速铁路网和“四纵六横”(四纵:京
广、京九、焦柳、蒙华铁路,六横:陇
海、新菏兖日、宁西、洛阳—漯河—
阜阳—南京、晋豫鲁、三门峡—禹
州—亳州—江苏洋口港铁路)大能
力货运铁路网建设,有序推进中原
城市群城际铁路网建设,进一步优
化完善铁路枢纽场站布局,构建覆
盖全省、辐射周边、服务全国的铁
路运输网络。

鼓励社会资本投资铁
路建设和沿线土地综合开发

再掀我省铁路建设热潮的新
动力何在？

《意见》强调，鼓励社会资本投
资铁路建设。鼓励通过铁路资产
证券化、融资租赁,发行企业债、私
募债、永续债和引入保险资金等多
渠道融资；放开城际铁路、市域(郊)
铁路、资源开发性铁路和支线铁路
的所有权、经营权，通过授予特许
经营权、政府购买服务等措施,支持
采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推
进我省铁路建设。

《意见》提出，不断加大财政支
持力度，以省财政性资金为引导,确
定合理回报,由省级铁路建设投资
主体发起设立我省铁路建设发展
基金,广泛吸引国有企业、保险、银
行、社保和民间等资本投资铁路建
设；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支持铁路建
设；盘活铁路资产股权用于新开工

铁路项目建设；支持铁路建设投资
主体、铁路运输企业综合开发铁路
沿线土地筹措资金，形成铁路建设
与新型城镇化及相关产业良性互
动的发展机制。

《意见》明确，支持铁路沿线省
辖市、县 (市、区 )筹措铁路建设资
金，建立城际铁路运营亏损补贴
机 制 。 干 线 铁 路 我 省 出 资 部 分
省 、省 辖 市 按 5∶5 比 例 分 担 。 城
际 铁 路 项 目 省 、省 辖 市 按 3∶7 比
例 出 资 ,沿 线 各 省 辖 市 按 境 内 实
际投资额分摊投资并相应提供贷
款担保。市郊、支线等其他铁路
项目按照“谁受益、谁投资”的原
则运作 ,由省辖市、县 (市、区 )和企
业 筹 资 或 吸 引 社 会 资 本 投 资 建
设。③11

驻外使节团
为河南对外合作建言

我省铁路建设改革再发力

鼓励社会资本投资铁路建设

3月11日，洛阳至圣科技有限公司的一批节能环保混凝土搅拌设备陆续
下线。该公司生产的混凝土搅拌站和混凝土搅拌机等机械，节电、除尘和污
水处理性能居国内领先水平。⑤3 潘炳郁 王思臣 摄

本报讯 （记 者 李 铮 通 讯 员
王 保刚）“再挖深一点”、“多浇点儿
水”……3 月 11 日，在淅川县丹江口水库
库区岸边的山坡上，当地群众正在热火朝
天挥锹扬镐，挖坑栽苗，培土浇水，一棵棵新
栽的树苗迎风招展，为渠首大地增添了几分
绿意和生机。

从天空俯瞰南阳，成千上万亩的防护林
带和生态基地点缀干渠两岸，绵延成一道壮
观的生态屏障。

目前,南阳市森林覆盖率已达 35.25%，
丹江口库区森林覆盖率达到 53%，丹江水库
水质常年稳定在二类以上标准。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关键在生态，重点
在造林。只有绿化好源头生态环境，才能确
保水质永续安全。近年来，南阳市把打造绿
色水源地作为重要目标，坚持以高效生态经
济示范市为统揽，构建生态屏障，实现了一
渠清水永续北送。”南阳市委书记穆为民说。

2013年 11月，南阳市出台渠首水源地高
效生态经济示范区林业建设规划，把干渠生态
防护林带作为生态绿化工程的重中之重来抓。

在干渠两侧，打造“贴身”绿色长廊。按照
100米宽的标准规划造林，目前南阳市共完成
造林 32891.7亩，打造了一条集景观效益、生
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于一体的生态廊道。

在水源地小流域，建设纵深生态屏障。
仅 2014 年，南阳完成环库生态隔离带造林
5.17 万亩，完成水源涵养林工程 13.7 万亩，
同时开展森林提质增效工程、石漠化治理工
程、营造水土保持林，提高森林覆盖率。截
至目前，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040 平方
公里，新增水保林 15000 公顷，林草覆盖率
由 47.3%提高到 62.5%。

“绿色走廊其实也是‘绿色银行’。”南阳
市林业局局长汪天喜介绍说，南阳正在着力
发展林业生态产业，整合涉农项目重点支持
林果产业发展，通过产业发展增强生态建设
能力。西峡县 10 余万亩猕猴桃基地，亩均
效益 1 万元以上；淅川县先后引进 49 家企
业，承包荒山 20 余万亩，发展毛竹、软籽石
榴等生态产业 7万多亩……目前，渠首高效
生态经济林、水果园面积达到 35.3万亩，猕
猴桃、金银花等高效生态产业已成为农民增
收致富的支柱产业。③7

本报讯本报讯 （（记者记者杜杜 君君 通讯员通讯员宋明伟宋明伟））33月月 1111
日下日下午，济南军区洛阳市义务植树基地召开协调
会，标志着基地二期工程开工建设。12 日至 16
日，部队官兵计划栽植大叶女贞、皂角、樱桃等 5
个树种约 50万株树木。

济南军区洛阳市义务植树基地位于伊川县
龙凤山森林公园。2014 年 3 月 10 日至 17 日，某
师 7000 余名官兵完成基地一期建设面积 5000
亩，栽植树种主要为雪松、大叶女贞、栾树、桂花、
红叶李、玉兰、樱花等常绿、彩叶和较大规格的生
态林木约 43万株，造林成活率达 95%以上。

据介绍，二期工程规划面积 3500亩。按照因
地制宜、适地适树、生态优先的原则，基地规划为
岭地混交林区、沟壑樱桃采摘区和道路绿化带三
个部分，计划共栽植大叶女贞、皂角、香椿、樱桃、
红叶石楠球等 5个树种约 50万株树木，同时修建

环园区道路 3000米、扩修林区生产道路 6条
55..88公里公里，，修复机井修复机井 33眼眼。。③③66

本报讯（记者杜 君 通讯员宋明伟）3月 11日上
午，荥阳市万山义务植树基地呈现一派热火朝天的劳
动场面，由省绿化办、省直文明办、省直绿化办发起组
织的省直机关义务植树活动正在进行。

据介绍，省直各单位对义务植树活动高度重视，
踊跃参加，共有来自省司法厅、省卫计委等 178个单
位、2000余人参加了植树活动，不少单位都是厅级领
导干部亲任领队。

上午 8时，省工信厅、河南警察学院等单位人员
就陆续来到植树现场，大家争先恐后，爬上高坡，挥
镐动锹，挖坑、扶苗、填土、压实、浇水，密切配合下，
一棵棵树苗在山坡上安新家。10点多，植树点就布
满了新栽植的树苗。据统计，当日省直机关单位共
栽植侧柏 12000多株。

另据了解，最近几年，全省的新植树苗平均成活
率超过 90%。由于采取设固定蓄水池、包干管理等
措施，新植树苗后期管护到位，万山义务植树基地树
苗成活率高达 95%以上。③7

本报讯 （记者徐东坡）3月 11
日，正在我省考察的驻 23 国外交
使节团，与我省商务厅等相关部门
及河南国合集团等企业举行座谈
会，寻找合作契合点，为河南对外
合作建言。副省长张维宁参加座
谈会并致辞。

座谈会上，我省相关部门和企
业向使节团介绍了各自对外合作的
情况，并提出了对外合作中遇到的
问题和要求。使节团成员介绍了近
日在河南考察的情况，并提出了与
其所驻国投资及加强合作的契合
点，在扩大海外投资、加强留学生交
流、扩大旅游合作等方面建言献策。

张维宁在致辞中向使节团简
要介绍了我省省情特别是近年来
的发展情况，并强调，随着国家“一
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河南需要更
加积极主动地扩大对外开放，在开
放中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转型
升级，以提高河南的区域竞争力。
希望外交部及各位驻外使节在今
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向外推介河
南、支持河南发展。

考察团团长、驻乌克兰大使张
喜云说，河南的快速发展让大家感到
震撼和振奋，使节团成员将与河南加
强合作点的对接，并做好各方面的服
务，为河南发展贡献力量。③6

本报讯 （记者董 娉 通讯员
郭沁心）3 月 11 日，记者从郑州机
场获悉，西部航空将于 3月 29日正
式实行行李差异化服务，低价机票
将取消托运行李额，手提行李不超
过 5公斤。

西部航空表示，此次实行行李
差异化服务，是将传统机票里原本
包含的托运行李额度降低或取消，
并以更低的裸票价格进行销售。
消费者在购买机票的时候将不再
被默认购买托运行李额，而是根据
需要在购票时另外选购逾重行李

额。西部航空相关负责人说：“当
然，旅客仍会拥有 5公斤的携带手
提行李额，部分高票价机票也仍包
含 10公斤的免费托运行李额。”

据了解，差异化服务是低成本
航空公司的特色之一，其最大的特
点是将机票与附加服务剥离，从而
降低机票价格，突出性价比。这种
服务不同于传统机票“一票全包”，
低成本航空公司的低价机票机上
餐食、座位位置、携带行李等附加
服务都将收费，旅客可根据自身需
求购买相应的附加服务。③12

廉价航空将实行行李差异化服务

低价票不含托运行李额

（上接第一版）持续推进天然林保
护、长江防护林、太行山绿化、退
耕还林、山区营造林、平原林网、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干渠两侧生态
廊道建设工程等重点林业生态工
程，一张张绿色“蓝图”渐次化为
层峦叠嶂的绿、漫山遍野的翠。

绿色装点之下，中原更加光
鲜可人。核查显示，仅林业生态省
建设提升工程实施两年来，全省就完
成营造林 1217万亩。据调查测算，
全省森林面积已达 5386万亩，森林
覆盖率22.98%，拥有“全国绿化模范
市”7个、“国家森林城市”9个。

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
兄弟。今年，重点实施工程造林，
着力构筑“四区三带”生态网络的
同时，我省将切实抓好森林抚育经
营，提高森林质量。到 2017年，全
省森林面积将达 6140万亩，森林覆
盖率达 24.5%，森林植被总碳储量
力争达 10130万吨以上。

生态修复 敢啃“硬骨头”
“美丽河南被写入我省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纲要，对林业生态建设
也提出更高要求。”省林业厅厅长
陈传进说，造林要在宜林地播新
翠，也要让困难地披绿装；要造出
青山绿水，也要善于把“常青树”转
化为“摇钱树”。

事实上，多年造林绿化，我省
相对适宜植树的山地越来越少，
剩下的 770 多万亩荒山多为土层
薄、土壤贫瘠的困难造林地，南阳
市、邓州市甚至还有不少寸草不
生的石漠化土地急需综合治理。
这些“硬骨头”如何对付？

济源的做法可以借鉴，采用
石块水泥垒砌“鱼鳞坑”、无机玻
璃钢制作“鱼鳞板”、“铺天盖地”
地膜覆盖、回填客土等新技术，成
功解决了裸岩地挖坑难、栽树难、
保墒难的困难地造林难题，每年
完成造林 1万亩。

面对森林资源总量不足、森林
质量不高、生态修复难度高等诸多
挑战，全省林业生态建设现场会指
出，今年我省将主攻困难区域造林

“硬骨头”，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
政府工作报告将 2015年定位

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林
业作为生态建设主体，国有林场
改革、集体林权改革等也将加速
推进。“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
改革将释放更多生态红利，为中
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提供
更大生态空间。”陈传进表示。

让山川林木葱郁，让大地遍染
绿色，让天空湛蓝清新，让河湖鱼翔
浅底……这是美丽河南的美好蓝图，
也是永续发展的根本要求。③12

南阳：

打打造护水造护水
绿色绿色长廊长廊

55天植树天植树5050万株万株 万山植树添新绿万山植树添新绿

◀3月11日，焦作市解放区组织1000
余名机关党员干部到太行山新规划的500
余亩荒山植树造林。⑤3 李良贵 摄

▲3月11日，郑州西流湖公园内一派忙
碌，雪松、女贞等 2000 余株树木被栽种成
林。据介绍，郑州市今后还将形成城市改建
道路移栽树木养护机制，持久性保障城市绿
植生长。⑤3 本报记者 邓放 李林 摄

3·12植树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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