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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辖市

72微克/立方米

平均浓度

同比降低 16微克/立方米, 18.2%

●前五位

信阳、洛阳、鹤壁、周口、济源

78微克/立方米

平均浓度

同比降低33微克/立方米, 29.7%

63微克/立方米

平均浓度

同比降低21微克/立方米, 25.0%

●前三位

滑县、长垣、永城

41微克/立方米

平均浓度

同比降低 10微克/立方米, 19.6%

●前五位

信阳、濮阳、洛阳、鹤壁、周口

45微克/立方米

平均浓度

同比降低 12微克/立方米, 21.0%

37微克/立方米

平均浓度

同比降低 11微克/立方米, 22.9%

●前三位

滑县、长垣、汝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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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

省直管县（市）

省辖市

郑州

省直管县（市）

全省大气质量状况
（7月4日至9月15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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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河南 秋色迷人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影报道

9月 18日，洛阳隋唐城遗址植物园里的栾
树花籽金灿灿，市民们踏花寻幽，迎接金秋。该
园建在隋唐时期古城遗址上，这里栽种植物种
类 1000多个，绿地面积 130多万平方米，为市
民打造出了一个休闲的好去处。⑨7

▲踏花寻幽。
◀湖边赏秋。

本报讯（记者 陈慧 陈学
桦）9 月 19日，从在陕西延安召
开的“2016 森林城市建设座谈
会”上传来好消息：焦作、商丘等
22个城市被全国绿化委员会、国
家林业局授予“国家森林城市”称
号。至此，我省国家森林城市数
量达到 11 个，总数位居全国前
列。

2004年，全国绿化委员会、
国家林业局启动了“国家森林城
市”评定程序。截至目前，全国有
118个城市获得“国家森林城市”
称号，有80多个城市正在创建国
家森林城市。森林城市建设已经
成为各地增加森林面积、保护森
林资源的有效手段。

焦作2012年启动“创森”，目
前全市森林覆盖率达30.92%，城
市绿化覆盖率达40.79%，人均公
园绿地面积达 11.77 平方米；商
丘2013年“创森”以来，森林覆盖
率由创建之初的 28.6%提高到
30.57%，城区绿化覆盖率达到
41.84% ，人 均 公 园 绿 地 面 积
12.66平方米。

从2007年第一个被授予“国
家森林城市”称号的地级市——
许昌，到今年的焦作、商丘，加上
之前的新乡、漯河、洛阳、三门峡、
平顶山、济源、郑州及鹤壁，我省
已有11个城市被授予这一“国字
号”荣誉。③3

焦作商丘荣膺
国家森林城市
我省共11城市获此殊荣

踏花寻幽迎金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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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内容详见
河南日报
金水河客户端

□本报记者 孙欣
本报通讯员 汪宇堂 段文聪

外表看上去有几分孱弱，却是个名
副其实的“女汉子”，先后在公诉、反贪、
监所等部门工作，办理大小案件 1600
多起，连续多年被评为“巾帼建功”标
兵、优秀政法干警。她就是南召县人民
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副局长周天召。

2013年8月，周天召通过竞争上岗
成为反渎局副局长，她说：“我是站在高
起点上起跑的，这个接力棒，我一定要
接好并传递好。”在工作中，周天召像一
只领头雁，查处的渎职犯罪案件大要案
率、判决率和量刑期均高于以前，反渎
职侵权局连年荣获全市先进单位。

识破“数字游戏”背后的玄机

2013年 9月底，群众举报郜某等三
人在南召县板山坪镇胡柱村的山坡上无
证砍伐木材，直到2013年11月7日，郜
某等人无证砍伐林木的行为才被南召县
森林公安局刑警队发现并依法查处。

周天召在大量调查取证的基础上，
发现南召县森林公安局行政执法大队
工作人员刘某受人请托，帮助郜某等人
销掉了案底，最终刘某以涉嫌徇私舞弊
不移交刑事案件犯罪被立案查处。

在侦查刘某案件的过程中，周天召
发现郜某等人无证砍伐林木致使国家
森林资源被违法砍伐 60.4立方米与群
众反映的实际数目不对，经现场走访和
多次比对，发现 60.4系 604更改所致，
即对办理此案的南召县森林公安局刑
事案件侦察队副队长艾某进行传讯，最
终犯罪嫌疑人刘某、艾某涉嫌犯罪被南
召县检察院提起公诉，二人均被当地法
院进行了有罪判决。

揪出“专项巨资”背后的贪腐

2013年 8月底的一天，周天召带领
干警在该县石门乡走访过程中，听到一

个线索：有两个孩子都参加了该县的
“雨露计划”驾驶员培训，可一个交费不
多享受了补贴，另一个交费很多却没享
受补贴。周天召敏锐察觉到此事有蹊
跷，于是，她着手从收据落款的培训机
构和培训学校周边的文印店开始初查，
发现一些学员根本没有参加培训。经
过缜密的初查，周天召更加坚信这可能
是一起有国家工作人员参与的骗取国
家专项资金的案件。其间，不少外单位
老领导打招呼，她顶住压力，果断运用
并案侦查权，终于查清了时任该县扶贫
办副主任的李某涉嫌滥用职权罪、受贿
罪造成国家专项资金84万余元被骗取
的犯罪事实，李某最终被法院判处有期
徒刑一年零六个月。

一举查获工程事故幕后黑手

周天召常说，要干好反渎工作，就

是要有一股“不信邪”的劲儿。2014年
8月15日，南阳市检察院把一起建筑工
程质量事故问题引起的职务犯罪案件
指定给南召县检察院侦办，接到任务后
周天召组织反渎局精干人员，制订了详
细、周密的初查、侦查方案。

由于本案发生在 2011年前后，时
间跨度大，涉及人员广，一些主要的当
事人在当地人脉广、关系复杂，给案件
的侦破带来诸多困难。

周天召率领专案组干警，终于查清
了全部案件事实。原来犯罪嫌疑人竟
是南阳市住建委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检
验站执法一队原队长马某。2011年 8
月马某在南阳市卧龙区七里园乡冯楼
村租地开办了某钢筋加工厂，在没有办
理工商、税务登记的情况下，先后购置
了四台带有钢筋拉细功能的“XX牌”调
直机从事钢筋加工生产。2013年4月，

马某与南阳市某项目经理冯杰（另案处
理）协商并签订了钢筋加工业务，并指
使工人将钢筋人为拉细拉长，从中谋取
利润。案发后，经鉴定，该楼盘不符合
标准的钢筋价值人民币193万余元。

2014年 12月 14日，被告人马某被
南召县法院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20
年。

亏欠家人太多太多

反渎工作性质决定了周天召的休
息时间不固定，她总是伴着星星归迎着
晨光走，陪伴家人的时间少之又少，深
夜回到家看到的总是家人熟睡的身
影。由于周天召和丈夫的工作都比较
忙，她的孩子经常一个人独自在家。说
到孩子，周天召红了眼圈，她感觉对孩
子亏欠太多。

让周天召同样感到亏欠的还有她

的父母和公婆。2016年 1月 19日，刚
过完农历年的腊八节，南阳市检察院批
准对镇平县林业局原局长郭某涉嫌职
务犯罪进行立案侦查，并指定由南召县
检察院侦查。由于嫌疑人是镇平县人，
其犯罪实施地均在镇平县，周天召马不
停蹄奔波于镇平、南阳之间，连年货都
没顾上置办，别的干警已放假准备过
节，她依然在提审犯罪嫌疑人、调查证
人，忙于镇平县财政局查找书证……

“都说女儿是父母的贴心小棉袄，
可我亏欠父母太多太多，我不是……”
谈及家庭，周天召已泣不成声。

一位女检察官的侠骨柔情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9月 19日
下午，在第28届中原畜牧业交易博览
会“河南畜牧业投融资创新论坛”上，河
南省畜牧业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中
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粮食产
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等三家国有涉农
投融资机构签署合作协议，发起成立

“河南省畜牧业投融资联盟”，共同致力
于解决畜牧企业融资难题，助养牛、养
羊等专业户发展走向快车道。

多年来，担保难、融资难一直是困
扰我省畜牧业健康发展的问题。此次
中原农保、粮食担保和畜牧担保等联
盟，将与广大畜牧企业广泛接触，针对
畜牧业发展需求，提供更多有针对性
的投融资服务和产品。

联盟成立后，三家发起单位将综合
利用各自优势做好畜牧企业投融资服
务。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将充
分利用履约保证保险、价格指数保险、

信用保险、财产保险和畜禽养殖保险等
丰富的保险产品为畜牧企业融资提供
增信和风险防控作用，降低融资门槛，
促进直接融资。河南省粮食产业投资
担保有限公司将发挥在粮食产业和担
保增信方面的优势，促进养殖和粮食企
业的产业融合，为优秀畜牧企业提供融
资担保服务，促进畜牧企业融资。

河南省畜牧业投资担保股份有限
公司将着重发挥行业资源整合优势、风
险防控技术优势、融资担保增信优势，
持续不断优化畜牧业投融资信用环境，
引进银行、证券、期货、保险等传统投融
资机构及P2P、众筹、供应链金融等互
联网金融机构加入联盟共同服务畜牧
企业，扩大间接融资，促进直接融资和
中长期融资，推进并购重组，推进畜牧
业资本化。同时指导和帮助各金融机
构做好畜牧业投融资风险防控工作，促
进畜牧业投融资工作健康发展。③5

我省三家涉农金融机构成立投融资联盟

钱袋子抱团挺“牛”

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上接第一版）二是饲料资源充足，青
储玉米、花生秧、苜蓿草等饲料来源丰
富；三是产业基础雄厚，河南素有养牛
传统，去年奶类产量居全国第四、牛肉
产量居全国第一；四是市场潜力巨大，
作为人口大省，百姓对牛肉牛奶有着
庞大的消费需求。他指出，无论是奶
牛还是肉牛产业，都有产业链长、附加
值高、带动力强的特点，依托现有基
础、壮大产业优势，河南做大做好“牛”
文章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下一步要在豫北地区重点发展奶
牛，在豫西豫南地区重点发展肉牛。”陈
润儿对具体产业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
在品种繁育上，要重视发展母牛养殖，
扩大种群规模，补齐供种短板；在牧场
建设上，要着力降低土地流转成本、饲
料成本、耕作成本，推进规模化经营，增
加养牛效益；在资金融通上，要筹建奶
业发展基金，帮助解决企业融资问题；
在物流配送上，要发挥河南地处中原
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冷链物流。

对在座的各家企业，陈润儿特别
表达了感谢之情和殷切期望：“近年来
大家深耕河南，产业规模迅速扩张，品
牌效益更加凸显，做大做强企业的同
时，对地方经济发展，尤其是对河南的
种养业结构调整、资源优化配置等都
产生了积极带动作用，形成了良好市
场效益。”他表示，对相关龙头企业，省
里还将出台特惠政策，用真金白银的
政策礼包，支持企业更好发挥示范带
动和引领作用。

他进一步强调，河南省委、省政府
对推进奶业和肉牛产业发展高度重
视、信心满怀，各家企业“选择河南就
是选择了未来，选择河南就是选择了
双赢”。河南在培育壮大本地企业的
同时，也欢迎更多知名奶业、肉牛企业
立足河南、加大投资，各级政府将继续
提供好协调服务，做好政企沟通，确保
企业不仅“进得来”，而且“干得好”、

“发展快”，为企业创造良好营商环境。
副省长王铁参加座谈。③6

发展优质草畜业 做好河南“牛”文章

（上接第一版）必须消除思想认识上的
过程论、条件论、短痛论、难免论的影
响，真正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
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第三从工作上找差距。一些地方的工
作抓得还不紧、还不实，雷声大、雨点
小。要认真对照走在前列的先进典
型，以“知耻而后勇”的决心迎头赶上，
共同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陈润儿要求，要紧盯问题克难点。
在抓好“六控”过程中，当前要突出着眼
四项重点工作。一是治尘。扬尘污染
是 PM10的重要源头，要着力解决好

“垃圾围城”、“堆料围城”、“废品围城”、
“冶炼围城”、“涂装围城”等污染围城问
题，特别是城乡接合部，要坚决改变“稍
有风吹便扬尘四起”的状况。二是减
排。全省已对燃煤发电机组没有达到
超低排放标准的一律停机，对工业炉
窑、砖瓦炉窑和非发电燃煤的污染，也
要严格按照环保要求尽快整改到位，减
少污染排放。三是禁烧。现在正值秋
收季节，各市县要把秸秆禁烧作为当前
工作的重中之重，从早抓起、从小抓起、
从点抓起，防止“星火燎原”造成污染。
四是控煤。冬季即将来临，要通过一查
二禁三改四替，从源头上严控煤品质
量，严禁劣质散煤购销，同时大力推广
煤改气、煤改电，推广清洁型煤替代，尽
量减轻冬季燃煤取暖造成的空气污染。

陈润儿强调，要锲而不舍抓落
实。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既是攻坚
战，更是持久战。大气污染形成有一
个过程，大气污染防治更需一段时
间。因此，攻坚战决不是“一阵风”，必
须本着标本兼治、长短结合的原则，系
统谋划，重点治理，锲而不舍持续推
进，坚决实现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全年
目标任务。同时，要通过持之以恒加
强生态建设、转变生产方式、改善生活
习惯，从根本上推动全省环境空气质
量持续改善。

会上，副省长许甘露对下一阶段
攻坚战推进工作做出部署，指出要针
对秋冬季节大气污染防治的特点和问
题，紧扣薄弱环节，扎实开展“小散乱
差”企业集中专项整治，抓紧解决重点
污染源问题，全面做好不利气象条件
应急管理，坚决打好“冬病秋治”阵地
仗，确保年底圆满收官。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尹晋华，省
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马懿出席会
议。副省长张维宁主持会议。

省纪委通报了3起大气污染典型
问题的问责情况，省大气污染防治攻
坚战领导小组通报了攻坚战工作进展
和 34 起典型环境违法违规企业问
题。郑州市、平顶山市、焦作市、鹿邑
县、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分
别作了发言。③6

把握重点 克难攻坚 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9月19日，
全省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现场观摩在
焦作、郑州举行。省领导和各省辖市、
省直管县（市）政府分管负责人，省大
气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负责人等一起进行了现场观摩。

在焦作市马村区观摩点，昔日的
“垃圾山”已被清理，现场覆盖了一层
绿色的防尘网。马村区委书记翟耀
南介绍，这里是焦作市的城乡接合
部，辖区内分布有4家燃煤电厂、7家
煤矿、4家持证非煤矿山和 1家大型
水泥厂等，产生大量废渣废料和建筑
垃圾。3年前，“垃圾山”所在位置规
划为建设用地，被国土部门收储，由
于长期堆积，形成纵横9个垃圾带、多
达17万立方米的“建筑垃圾山”。

8月19日～20日，省长陈润儿在
焦作督查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时，强调
要依法彻底清除污染围城现象。

为贯彻这一要求，焦作市将“垃
圾山”列为“污染围城”整治头号任
务，先后动用百余机械装备，经过10
个昼夜的连续奋战，将“垃圾山”彻底
清理完毕。

在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
司观摩点，观摩人员戴上安全头盔，
跟随公司工作人员走进整洁的车
间。据介绍，佰利联是一家生产钛白
粉的企业，近年来采用“发展循环经
济，实现高效清洁生产”管理模式，从
技术上升级，率先采用联产法硫酸法
清洁生产工艺和氯化法清洁生产工
艺，实现了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走
上了绿色发展道路。

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曾
被通报曝光，该公司由于脱硫石膏乱
堆乱放、废气无组织排放、灰场渣场
扬尘污染严重等问题，在省大气污染
防治攻坚战第一次推进会中被通报，
本次观摩活动中也成为一个现场观
摩点。据了解，该公司前期被曝光的
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省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
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指出，通过现场
观摩可以看到，大气污染防治抓与不
抓大不一样，小抓与大抓也大不一
样，只有动真碰硬、科学严谨、扎扎实
实，才能兑现“蓝天更蓝、蓝天常在”
的郑重承诺。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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