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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巨成 本报通讯员 刘倩

这几天，固始县李店镇杜营村百岁老人崔余氏喜滋滋
的，逢人便说：“俺总算有户口了，俺知道自己长什么样了。”
她指着桌子上镶着木框的照片：“这不，牛干部领俺去照
的。”

村里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位苦命的老人。老
人原本是安徽省阜南县人，今年101岁。生育有4个女儿，
3个都在灾荒时期不幸夭折，只留下一个女儿远嫁固始。
30多岁时丈夫去世，她来固始投靠女儿。不久，女儿也因
病离世，老人一直随女婿生活，女婿今年也84岁了，且耳聋
多病，生活艰难。

她说的“牛干部”叫牛建国，省交通厅收费还贷中心濮
鹤高速公路管理处党委书记，现在是杜营村精准脱贫驻村
帮扶干部。那天，“牛干部”找老人聊天，突然发现老人在当
地没有户籍，低保、医保、高龄补贴等政府优抚政策都不能
享受。

这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多少年来，当地干部曾几
次想帮她解决户口问题，但因为年代久远，又是跨省等诸多
原因，不了了之。

怎么办？牛建国选择了迎难而上！
6月28日，安徽省阜南县公桥乡阮城村头，牛建国拿着

老人的照片见人便问：“你认识她吗？”但看照片的人除了摇
头还是摇头。

第二天上午，牛建国终于碰到了一个老者，她看到照片
后激动半晌：“这不是我表嫂吗！她还活着？现在在哪？她
恐怕得有100多岁了吧？”

有老者的指引和乡派出所的支持，牛建国想着很快能
查到老人的户籍登记情况，但事与愿违，翻遍了所有档案都
没有老人的“踪迹”。到民政部门查，也无功而返。

牛建国回到固始县李店镇派出所。所长庞振峰沉思一
会儿说：“看来只能特事特办了。”随即向县公安局请示，得
到批准，所长向“牛干部”列出了一长串申请落户的证明材
料清单和流程。

清单再长，总算有了希望。7月 10日，牛建国再次前
往老人的安徽老家。在当地干部的帮助下，他访问了老人
当年的邻居和亲属，成功收集了邻居证明、询问笔录、村委
会证明等相关资料。

一周不到，牛建国就将所有材料准备齐全，送交到派出
所户籍民警手里。

7月28日，崔余氏一向寂静的小院一下子热闹起来：扶
贫干部牛建国和派出所所长庞振峰一起上门将一本朱红色
户口簿送到老人手上。

百岁老人终于有了户籍，前来看热闹的乡邻们一起拍
手称快。老人更激动得老泪纵横。

牛建国想起那天领老人去照身份证照片时，老人说一
辈子没照过相，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儿。细心的他又到照
相馆把老人的照片放大，镶好木框，帮老人摆到桌上最显眼
的位置。③6

□本报记者 栾姗 实习生 卢小松

电能是最为清洁、安全、便捷的
二次能源，对减少大气污染具有重要
意义，市场发展前景可期。

8月15日，省发改委等11个部门
联合下发了《关于我省电能替代工作
实施方案（2016—2020年）》，为全面
推进电能替代提供了政策依据。

效果：
减排二氧化碳 1607万吨

“十三五”期间，我省在能源终端
消费环节形成年电能替代散烧煤、燃
油消费总量650万吨标准煤的能力，
带动电煤占煤炭消费比重提高约2.6
个百分点、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
提高2个百分点以上，可减排二氧化
碳1607万吨。

我省大气污染形势严峻，大量散
烧煤、燃油消费是造成严重雾霾的主
要因素之一。据郑州环保机构估算，
这一减排效应相当于种植4.6万公顷
的森林，面积可覆盖整个郑州中心城
区。

据了解，我省电能替代工作在分
散燃煤小锅炉和居民生活散烧煤电
能替代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在重点区

域和重点领域实施“以电代煤”、“以
电代油”，最大限度减少散烧煤和燃
油使用量，为完成全省空气质量改善
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价格：
地方政府给予替代补贴

按照要求，郑州、安阳、鹤壁、新
乡、焦作等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
城市，要率先开展农村居民生活“煤
改电”、“柴改电”试点和推广应用。
具体来说，地方政府可以结合燃煤锅
炉、工业炉窑、民用散烧煤、燃油等污
染治理，积极推广使用电锅炉、电窑
炉，加快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和电动汽
车推广使用。

据测算，煤炭、天然气、焦炭的
“折算电价”比电价低。很多专业人
士认为，推进电能替代的技术难点不
多，关键因素在于政策和价格层面。

《方案》提出，各地方政府要重
点对实施燃煤锅炉、燃煤窑炉电能
替代企业，政府确定的农村“煤改
电”试点用户，以及安装节能电采暖
设施的城镇居民用户，开展设备一
次性补助和运行补贴；对实施电能
替代的工商业用户，以电能替代电
量电费中征收的城市公用事业附加

费为限给予支持。

方向：
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

《方案》的印发，表明了政府和企
业对于推进电能替代的决心，在同时
面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环保的双
重消纳难题下，双方有了共同努力的
方向。

“电能替代迟早是要做的，因为
这关乎环境保护的大问题，而且对各
方都有好处，现在时机、技术各方面
都成熟了，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做呢?”
郑州大学环境科学研究院教授张瑞
芹观点鲜明。

今年年底前，我省要完善电能替
代配套政策体系，在重点区域、重点
领域启动一批示范项目。具体实施
过程中，国网河南电力公司将扮演重
要角色。

就现阶段而言，在政府和国企之
外，社会资本的注入，能够在很大程
度上缓解电能替代的成本压力。乐
观估计，“十三五”期间市场空间可达
上百亿元。《方案》提出，要鼓励以
PPP、合同能源管理、设备租赁、以租
代建等方式开展电能替代，引导社会
资本积极参与。③4

8月 15日，在位于罗山县的竹
竿铺水文站，记者看到，工作人员不
到河边就能通过雷达水位计知道水
位情况。

近年来，国家和我省不断加大
投入力度，水文站配备了一批先进
的自动化测量仪器，测报的时效性
更强、准确性更高。全省新建遥测
监控站点数千个，24小时不间断采
集雨量、水位信息，对超过暴雨强
度的雨量站点、超警戒（保证）水位
的河段和超汛限水位的水库，能在
第一时间向公众发出预警信息。

入汛以来，省水文系统共向各
级防办提供降雨量预警1704站次，
发布水文预报精度均在90%以上，
为防汛指挥部门调度决策提供了重
要参考。

本报讯（记者 孙欣）8月 15日，记者从省司法厅获悉，
省委、省政府日前转发了《省委宣传部、省司法厅、省普法教
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在全省公民中开展法治宣传教
育的第七个五年规划（2016—2020年）》，并通知要求各地
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通知指出，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增强全民法治观
念，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
精神的重要任务，是实施“十三五”规划、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和实现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的重要保障。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法治宣传教育纳入本
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党委、政府目标管理绩效考核的内
容，确保我省“七五”法治宣传教育规划全面顺利实施。要
突出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
述，突出学习宣传宪法，突出学习宣传我省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相关法律法规，突出学习宣传党内法规。要落实国
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把
法治观念强不强、法治素养好
不好作为衡量干部德才的重要
标准，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
办事作为干部年度考核和任用
考察时的重要内容。要通过深
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推动全
社会树立法治意识，为中原崛
起、河南振兴营造良好的法治
环境。③7

百岁老人“落户”记

我省“七五”普法规划出台

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我省“十三五”电能替代工作实施方案出台——

电能替代市场前景可期

防汛如何打造敏锐“耳目”

大雨滂沱时，人们往往都向家里跑，他们却是义无反顾的逆行者——冲向湍急凶险的河

边。这就是鲜为人知的水文测报工作者，他们被誉为防汛抗洪的“耳目尖兵”。

记者近日了解到，我省采取多种举措，让“耳目尖兵”变得更敏锐，在伏波安澜中发挥了重大

作用。

□本报记者 张海涛 本报通讯员 於立新 慕丽云

虽然有先进的仪器设备，
但面对瞬息万变的汛情，要做
到防汛万无一失，仍然需要预
报人员的预报经验和敬业拼搏
精神。

“7·19”暴雨洪水中，预报人
员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综合判
断洪水发展趋势，成功预报安阳
河安阳站将超过保证水位。省
防办根据水文预报成果科学决
策调度、精准调控，确保了京广
铁路、京港澳高速、南水北调干
渠等工程安全。

战斗在第一线的水文职工
冒着生命危险，用心血和汗水收
获了一组组科学、准确的水文数
据，成为战胜大洪水的重要支
撑。③4

7月 19 日，安阳市遭遇特
大暴雨，部分站点超过当地历
史极值。关键时刻，一些地区
通信中断，水文测报数据无法
传输，防汛指挥部门的调度变
成了“盲调”，情况危急。

省水文水资源局领导果断
采取措施，启动了全省水文应
急监测预案，六个水文应急监
测突击队奔赴安阳。

利用水文应急监测指挥
车，一支小分队通过卫星信
道第一时间将崔家桥滞洪区
分洪口门的现场实况传至省
防汛指挥中心，填补了因公
用通信中断造成的防汛信息
盲区，为调度决策提供了宝
贵资料。

离不开先进武器 离不开应急行动 离不开经验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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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董娉 实习生 袁楠）8月 15日，记者从
铁路总公司获悉，从即日开始，铁路有关部门将进一步加
大对动车组吸烟现象的打击，在动车组列车上吸烟者除
接受现有处罚外，还需持本人身份证到任一铁路客户服
务中心签订协议书，方可再次购买动车组车票；再次违法
吸烟者，将终身禁止购买动车组列车（D字头，C字头，G
字头）车票。

“对动车组上吸烟者来说，第一次抓着你时，除了给予
罚款500元至2000元的处罚外，还要暂停你的动车组乘坐
权。签订不再在动车组上吸烟的协议书，等于再给你一次
机会。如果再犯，就意味着终身禁止你乘坐动车组。”郑州
铁路局客运段相关工作人员向记者解释说，此项规定标志
着动车组“黑名单”制度的正式建立，是我国征信制度建设
迈出的实实在在的一大步。

那么，动车组为什么如此怕烟呢？据了解，为了保证高
速动车的安全运营，每列列车上都设置了大量的传感器及
检测设备。其中分布在动车组各个区域的烟雾传感器，能
对动车各部位进行烟雾探测监控，是动车安全运行的重要
保障设备。抽烟会引发烟雾报警，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
动车组紧急制动停车。同时，动车组几乎到处都是易燃物
品，吸烟是引起火灾的重大隐患。③7

铁路部门加大对动车组吸烟现象的打击

“屡教不改”者
终身禁乘动车组

8月15日，沙澧河在蓝天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美丽。漯河市采取多项措施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使得空气质量明
显改善，空气优良天数持续增加。⑨2 王庆建 摄

8月15日，在内黄县农业科技博览园，工人正在采摘
西红柿。该博览园采用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准滴灌
等先进技术,吸收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带动周边农户
发展创新型农业。⑨2 刘肖坤 摄

8月 14日，西峡县丁河镇果农在察看猕猴桃的生长
情况。该县利用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种植，已建
成猕猴桃种植基地10万余亩，成为闻名全国的“猕猴桃
之乡”。⑨2 崔培林 摄

特色农业结硕果

3种污染物同比下降

省辖市好天有所增加

全省省辖市优、良天数占比为

同比上升7.6个百分点 46.8%

六成以上
信阳

四成以上

鹤壁 开封 周口 驻马店 济源

许昌 安阳 濮阳 平顶山 南阳

焦作 漯河 洛阳 三门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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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 商丘 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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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上半年
环境质量公告发布

水质符合Ⅰ～Ⅲ类标准的断面占49.7%

水质为劣Ⅴ类的断面占22.6%

地表水为中度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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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141个河流

监测断面中

省直管县（市）

饮用水源地

取水水质达标率为

100%

全省省辖市

集中式饮用水源地

取水水质达标率为

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