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 5月 14日 星期四HENAN DAILY 3组版编辑 张向阳 鲍阿瞳经济新闻经济新闻

▲5 月 13 日，沁阳市河南省天鹅型材有限
公司的工人们在生产线上忙碌。该企业开发
出了涵盖型材、板材等门窗用制作产品五大系
列 400多个品种，产品销往俄罗斯、新加坡等十
多个国家和地区。⑤4 李亚锋 摄

◀5 月 12 日，位于鲁山县产业集聚区的平
顶山海威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人们在车间工作。
该项目由香港海威集团和台湾凯博鞋业有限公
司投资 1.23 亿元兴建。项目建成投产后，可实
现年销售收入12亿元。⑤3 李志勇 摄

□本报记者 李 铮
本报通讯员 杨振辉 高 帆

经济建设掠影

本报讯 （记者王冠星）5 月 13
日，记者从省发改委获悉，我省保障
性 安 居 工 程 配 套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2015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第一
批）已于近日分解下达，共安排中央
预算内投资逾 15 亿元。

本次下达的中央预算内资金用
于各地政府投资建设的保障房小区
直接配套基础设施，主要包括道路、
供排水、供电、垃圾处理、污水处理、
供暖、燃气等，涵盖我省纳入省住房
保障责任目标的保障性住房配套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 130 个。

这 批 项 目 2015 年 计 划 投 资

165789 万元，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
150699 万 元 ，市 县 投 资 15090 万
元。其中，公共租赁住房配套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 53 个，2015 年计划投
资 45448 万元，安排中央预算内投
资 40924 万元，市县投资 4524 万元；
城市和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配套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 50 个，2015 年计划
投资 105886 万元，安排中央预算内
投资 95320 万元，市县投资 10566 万
元；垦区棚户区（危旧房）改造配套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27 个，2015 年计
划投资 14455 万元，全部为中央预
算内投资。③12

本报讯 （记者卢 松）5 月 12
日，记者从在新乡召开的全省奶牛
单产层级提升和高产奶牛示范场观
摩会上获悉，今年我省将实施奶牛
单产提升行动层级提升计划，分类
别、分层次提升全省奶牛单产水平。

2012 年我省启动实施单产提
升行动以来，全省奶牛平均单产由
2011 年的 5 吨左右提升到目前的 6
吨以上，年均提升 300 公斤以上。
高产奶牛场和高产奶牛个体数量明
显增加。省畜牧局副局长杨文明介
绍，近年来，我省奶牛群体质量得到
很大提高，按现阶段遗传潜力估算，
奶牛单产水平应在 8 吨以上。

按照行动计划，我省的奶牛在
中高产向高产提升计划中，我省将
选择 100 家存栏 300 头以上、单产 7
吨左右的规模奶牛场，通过 2 年左
右的培育，使奶牛单产达 8 吨以上；
在中低产向中高产提升计划中，将
选择单产 6 吨左右的中低产奶牛养

殖场区，通过 2 年左右的培育，使提
升对象单产达 7 吨左右。③11

又讯 （记者卢 松）5 月 12 日，
记者从省畜牧局了解到，为提高奶
牛养殖场的市场竞争力，今年我省
将加大引导奶牛养殖小区向牧场转
型升级，力争全年实现 50 家奶牛养
殖小区牧场化转型。

据省畜牧局奶办负责人介绍，
从调研情况看，全省大型牧场生鲜
乳收购价格平均每公斤比奶牛养殖
小区高 0.4 元~0.6 元。并且大型牧
场与乳制品加工企业签订有长期稳
定的合作协议，在市场波动情况下，
生鲜乳价格受影响较小。

据悉，我省的郑州、开封、洛阳、
新乡、焦作等奶业传统市、主产市，
奶牛养殖小区占比大，转型升级任
务较重。今年，我省将重点引导这
些地区的奶牛养殖小区加快向牧场
转型，争取每市转型 5 到 10 个奶牛
养殖小区。③10

本报讯（记者杜 君）5月 12日，
省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传来
消息，森林防火紧要期圆满结束。经
现场核实，去冬今春全省共发生森林
火灾37起，为近十年来最低。

统计显示，从 2014 年 11 月 1 日
到 2015 年 4 月 30 日，全省共报告卫
星监测火灾热点 42 起。其中，省气
象遥感卫星监测火灾热点 37 起，国
家林业局卫星监测火灾热点 5 起，
春节、元宵节、清明节、“五一”等多
年火灾频发时段，今年均未发生火
灾。全省森林火灾 24 小时扑灭率

100%，未发生重特大森林火灾，未
出现人员伤亡事故。

省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
有关负责人表示，森林火灾 90%以
上是人为造成，今年火情偏少，主要
得益于在“防”字上下功夫，对火源
严格管理。同时，引导群众逐步改
变送灯烧纸放炮的祭祀习俗，积极
开展献花、植树等新形式的文明祭
祀活动，有效降低了火灾隐患。此
外，扑火专业队伍建设和装备水平
的提升，也为森林防火提供了重要
保障。③8

本报讯 （记者高长岭）5 月 11
日，记者从省国土资源厅了解到，每
年 6 月到 9 月的汛期是我省地质灾
害高发期，强降雨是诱发我省地质
灾害的主要因素，目前我省地质灾
害易发县（市、区）有 66 个，高易发
县（市、区）43 个。

据介绍，地质灾害包括自然因
素和人为活动引发的危害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的山体崩塌、滑坡、泥
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
等与地质作用有关的灾害。崩塌、
滑坡、泥石流等突发性地质灾害主
要分布在豫北、豫西、豫南等山地丘

陵区；采矿引发的地面塌陷集中分
布在郑州、平顶山、鹤壁、义马、永城
等煤矿集中开采区；地面沉降现象
和地裂缝主要分布在地下水开采强
度比较大的郑州、开封、许昌、濮阳
等城区和周边以及豫东、豫北平原
区。

根据去年年底排查统计，我省
纳入群策群防体系的地质灾害隐患
点 2833 处，直接威胁人口 26.5 万
人，威胁财产 82.3 亿元，其中大型及
以上隐患点 147 处、中型隐患点 439
处，威胁 100 人以上的隐患点 479
处。③6

全省重点培育
100家高产奶牛场
力争今年实现 50 家奶牛养殖小区牧场化转型

我省保障性安居工程
中央资金15亿元下达

66县易发地质灾害

防火紧要期结束
去冬今春全省发生森林火灾 37 起，十年来最低

初夏时节，站在淅川县凤凰山上放眼
望去，群山怀抱中，一湖清澈的丹江水映照
着蓝天白云、绿树青山……

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所在地和
核心水源区，淅川县是水源地最后一道生
态屏障和水源保护最为敏感的区域。植树
造林，涵养水源，呵护水质，多年来，渠首人
辛勤不已，用汗水浇绿了一座座荒山。

专业造林，筑起绿色屏障
“这是在荒山石缝里造林，大家一定要

深挖穴，浅栽种……”5 月 12 日，淅川县金
河镇山根村，53 岁的王平正指导他的队员
栽树。他身后，一棵棵青青的树苗在寸草
难生的石缝中顽强挺立。

2012 年春，王平回到家乡承包石漠化
荒山 1 万余亩，组织百名群众专职植树造
林。

没有上山的路，动手开凿；没有栽树的

坑，在石头窝上炸；没有土，人工扛土上山；
没有水，挑水浇灌。

2013 年秋，王平下山返回途中，谁料坡
陡路窄，他连人带车翻进深沟。“当时被摔
晕了，醒来后发现全身是血，锁骨也摔碎
了。”谈起那次遇险，王平仍心有余悸。

流血也要造林，王平不要命的干劲，激
发了村民植树的主动性。当年就栽下三千
余亩树苗。

在淅川县，活跃着 35 支像王平这样的
造林专业队，每年造林绿化面积以 10 万亩
速度推进，造林成活率达 90%以上，造林合
格面积连续 7 年位居河南省第一。

精心管护，库区披上绿装
针对林区面积大、交通不便，林业管理战

线长等实际情况，淅川县还聘任 400 多名护
林员，建立起县、乡、村、组护林员四级管护网
络，确保对全县林区不间断、全覆盖巡查。

拿上柴刀，翁建民开始巡山。
翁建民是一名护林员，管护着西簧乡 6

万亩山林。20 多年来，他每天走 40 多里山

路，硬是在山林中踏出一条条小道。
2000 年前后，山区农民发展袋料香菇，

亲属找翁建民想砍几棵树。“不中，这可是
涵养水源的林子！”他一口回绝。朋友盖房
子砍掉两棵树被他重罚，“越是亲戚越罚重
点儿。”西簧乡山林年年无乱盗滥伐情况发
生。

“林业工作要到山上去，到地头去。”毛
堂乡护林员韩建成说。

2013 年 除 夕 夜 ，毛 堂 板 山 沟 林 区 着
火。正吃年夜饭的韩建成放下碗，直奔五
六十里外的板山沟。第二天中午，山火被
彻底扑灭，但韩建成的头发、眉毛、棉袄都
被烤焦……

精心管护换来显著成效，该县连续 30
年未发生大的森林火灾，乱砍滥伐林木和
毁林开矿等破坏森林资源行为也得到全面
遏制。

全民播绿，渠首拥抱春天
在造林专业队和护林员的引领下，越

来越多的渠首人投入到植树播绿行列。

2012 年春，移民张建昌回到金河镇承
包荒山，住进了半山腰里几间闲置的破旧
平房。春夏秋冬，花开花落。3 年多里，他
与大山为伍，与竹木为伴，先后发展竹林
5700 余亩。

每年的春天，渠首沿线，丹江两岸，来
自淅川社会各界的万余人义务植树，挖坑、
植树、填土、提水、浇灌，硬是把千里库区染
成绿色海洋。

“能有机会亲手栽种几棵树，对我们全
家来说都是最有意义的事。”连续 7 年带全
家到渠首义务植树的 87 岁老党员张万柱
说。

“近年来，渠首人以其豪迈担当和倾情
奉献，植树播绿，保护和改善了水源地的生
态环境。”淅川县县长赵鹏说。

时下的渠首淅川，林木依依，鸥鸣阵阵，
生态环境日趋向好，全县森林覆盖率达到
45.3%，环库区森林覆盖率已达 51.4%。郁
郁葱葱的绿色林带环绕着一库清水，丹江口
水库水质最新检测评价结果显示，库区水体
均达到Ⅱ类水质，始终保持优良。③10

调 水 源 头 播 绿 人

本报讯（记者赵振杰）5 月 13 日凌晨，
两架搭载泰国芒果、榴莲的飞机抵达郑州
新郑国际机场。这是郑州机场获批进境水
果空港口岸后，首次进口泰国水果。这两
批水果经河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后，将被配
送到郑州及周边城市的商场里。

据河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以前河南市场上销售的进口泰国水
果，主要从北京首都机场进境，随后通过中
转到我省。郑州机场开展这项业务后，进
口泰国水果运输时间可以缩短 2 到 3 天，市
民可以吃到更新鲜的泰国水果。

作为中部地区首个进境水果口岸，郑
州空港口岸正吸引着更多水果商选择其商
品从郑州入境，而且带动了越来越多进口
水果从郑州入境再流向周边地区，郑州空
港的枢纽功能大大彰显。③7

本报讯 ﹙记者谭 勇 通讯员邱彦军﹚
记者 5 月 13 日获悉，省煤田地质局地质三
队完成的“大直径工程井气举反循环钻井
工艺研究”项目日前顺利通过专家组的评
审验收，钻探进尺效率提高近三成，达到国
内领先水平。

“大直径工程井气举反循环钻井工艺
研究”项目是 2013 年度省国土资源厅“两
权价款”地质科研补助项目。项目通过对
岩屑粒径、临界上返速度与最小冲洗量间
关系，影响气举反循环排渣能力主要技术
参数的分析研究，提出了合理的钻进及扩
孔参数（钻压、转速、风压、风量、浸没比），
保证了气举反循环正常钻进，钻探进尺效
率提高了 28%。③12

本报讯（记者谭 勇）记者 5 月 12 日获
悉，郑州丰润耐磨材料有限公司、五矿证券
与深圳伟创基金管理公司已在登封市举行
新三板上市签约仪式，丰润耐磨进入资本
市场后，将成为国内最大的耐磨材料企业。

耐磨材料广泛应用于精密仪器、家庭
普通用品，登封市耐磨材料产量占了全国
市场总量的 50%左右，但以前以低端产品
居多。目前，丰润耐磨已经研发出复合刚
玉、红单晶刚玉等新产品，其中，红单晶刚
玉属于高科技新型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
已经申请国内专利。根据规划，丰润耐磨
在新三板上市后，年产量将达到 60 万吨，
占全国市场总量的 1/4 左右，成为全国最
大的新型耐磨材料企业。③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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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宋 敏）5 月 13 日，省环
保厅公布 2015 年第一季度 18 个省辖市 60
条城市河流水质排名，漯河市沙河水质最
好，信阳市黑泥沟水质最差。这是省环保
厅从去年第三季度起，连续第 3 次公布全
省城市主要河流水质情况。

城市河流污染主要是由生活和工业污
水造成的，大凡流经城市或发源于城市的
河流都是污染较重的地表水体。今年第一
季度与去年 10 月第一次监测相比，全省 60
条城市河流除 2 条断流外，已有 30 条河流
基本消除劣五类，化学需氧量、氨氮和总磷
分别降低 4.39%、9.12%、45.41%，总磷因子
浓度下降明显。

就此次监测结果看，按照水质从好到

差排名，达到二类水质的有 7 条，比上季度
增加 5 条，排在前五位的是漯河市沙河、三
门峡市青龙涧河、驻马店市骏马河、鹤壁市
淇河、周口市颍河，其中鹤壁市淇河、漯河
市沙河连续 3 季度位列前五；达到三类水
质的有 10 条，四类水质的有 8 条，五类水质
的有 5 条，劣五类水质的有 28 条。水质最
差的 5 条河流是信阳市黑泥沟、信阳市新
申河、南阳市温凉河、新乡市民生渠、商丘
市忠民河，其中南阳市温凉河连续 3 季度
位列后五。郑州市 6 条河流排名较上季度
有较大幅度改善，其中熊耳河、索须河排名
前进近 30 名。

28 条劣五类水质的城市河流已丧失
城 市 一 般 景 观 功 能 ，占 监 测 总 数 的

48.28%，氨氮和总磷浓度仍是造成河流污
染的主要因子。今年一季度，监测河流氨
氮和总磷平均浓度分别达到 4.25 毫克/升、
0.58 毫克/升，超出地表水环境质量五类水
标准 1.13 倍、0.45 倍，城市河流治理工作仍
任重道远。

省环保厅副厅长陈新贵介绍说，今年
初，省环保厅印发了有关方案，采取加快入
河排污口截污、推进雨污管网分流改造、加
快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综合整治工业
企业、清理整治垃圾河等 5 项措施，重点整
治省辖市城区内的主要河流。同时，明确
定期公布城市河流水质情况和公众对城市
河流满意度调查结果，充分发挥舆论和公
众力量，督促地方政府治理城市河流。③9

我省一季度城市河流水质排名出炉

漯河市沙河水质最好

本报讯 （记者王冠星）5 月 13
日，记者从省发改委获悉，省产业集
聚区发展联席会议办公室日前通报
了 2014 年度产业集聚区动态调整
情况，5 个专业园区晋升为产业集
聚区，7 个产业集聚区因未达门槛
标准被调整为专业园区。我省产业
集聚区考核实现了“有进有出”。

根据考核评价办法规定和 2014
年度全省产业集聚区综合考核评价结
果，省政府决定将 5个达到产业集聚
区门槛标准的专业园区晋级为省定产
业集聚区，将未达到门槛标准的 7个
产业集聚区调整为市级专业园区。

此次调整，将长葛大周再生金
属回收加工专业园区、襄城县煤焦
化循环经济产业园、洛阳空港产业
园、南阳石化专业园区和濮阳县户

部寨精细化工专业园区晋级为省定
产业集聚区，名称分别为：长葛市大
周再生金属循环产业集聚区、襄城
县循环经济产业集聚区、洛阳空港
产业集聚区、南阳化工产业集聚区、
濮阳市化工产业集聚区。

由于未达到门槛标准，新乡桥
北产业集聚区、平顶山化工产业集
聚区、驻马店经济技术产业集聚区、
焦作循环经济产业集聚区、安阳新
东产业集聚区、安阳纺织产业集聚
区和郑州金岱产业集聚区被调整为
市级专业园区，不再享受省定产业
集聚区有关支持政策。通报要求相
关产业集聚区认真查找存在问题、
分析原因，针对性制定改进措施，力
争尽快达到省定产业集聚区门槛标
准。③10

产业集聚区考核
实现“有进有出”
7个产业集聚区调整为市级专业园区

5 月 13 日，民权县白云寺镇楼岗村村民在播种
花生。当地群众紧抓农时在大蒜地里套种花生，既
保证了春作物的正常生长，又做到了秋作物的及时
播种。⑤4 马 玉 摄

5月 13日，工作人员在“一站式”服务窗口为办证
商家服务。南阳市光电产业集聚区公共服务平台目
前已进驻规划局、工商、税务等职能部门 24 个，受理
服务总项 30余个。⑤3 本报记者 邓 放 摄

5 月 11 日，烟农在洛宁县小界乡王村卫凹烟草现
代农业示范区内劳作。该示范区内的 4000 亩烟田已
实现从整地起垄、移栽覆膜等环节全程机械化作
业。⑤4 李中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