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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欣）3 月 14 日，记
者从省政府法制办获悉，备受关注的
《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草案
征求意见稿）现已发布。征求意见稿
对污染大气环境的行为制定了严厉
的处罚措施，企业超标排污最高可被
处以 100 万元的罚款，拒不整改的，
将被追罚；个人露天焚烧秸秆、落叶
等最高可被罚款 2000元。

按照征求意见稿的规定，企事业单
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排放大气污染物
时，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或重点大

气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的，将被责令改
正、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 10万元
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
的，可以自责令改正之日的次日起，按
照原处罚数额按日连续处罚；情节严重
的，责令停业、关闭。

向大气排放恶臭气体的排污单
位以及垃圾处置场、污水处理厂，应
当按照规定设置合理的防护距离，安
装净化装置或者采取其他措施减少
恶臭气体排放。违反规定的，将被责
令改正，处 1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

罚款；拒不改正的将被责令停产、停
业整治。

征求意见稿还强调了个人在大气
污染防治中的责任。露天焚烧秸秆，或
在禁止区域内露天焚烧树枝、落叶等，
罚款 500元至 2000元；在禁止或限制
的区域和时段燃放烟花爆竹，罚款100
元至 500元；在禁止区域内露天烧烤、
为露天烧烤提供场地，或在其他区域内
烧烤未按照规定使用无烟炉具，将被没
收烧烤工具和违法所得，罚款2000元
以上2万元以下，对个人罚款500元以

上1000元以下。
另外，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业经营

者、单位食堂未按照规定安装油烟净化
设施并保持正常运行，超标排放油烟或
者将油烟排入下水管道，罚款5000元
以上5万元以下。

征求意见稿已在河南省政府法制
网公布，征求意见的时间截止到4月 9
日。公众可通过网站、电子邮件（jjf-
gc212@126.com）或省政府法制办微
信公众账号“hnzffz”等渠道，向有关部
门发表意见和建议。②7

本报讯（记者 孙欣）3月 14日，
记者从全省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
预防工作会议上获悉，今年全省检
察机关将严肃查办“雁过拔毛”案
件，坚决查办破坏非公经济和产权保
护、科技创新等“蝇贪”案件，认真查
办重大食品药品、生态环境、安全生
产等事故背后的渎职失职案件，切实
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2016年，全省检察机关办案工
作持续提升，共立案侦查职务犯罪
3245 件 4487 人，贪污贿赂案件同
比上升3.3%；渎职侵权案件立案人

数同比上升 7.5%；共查办要案 227
人，其中厅级干部32人，省部级干部
2人。

据悉，今年全省检察机关将扭
住办案这一中心不放松。各地检察
机关在继续开展好集中整治和加强
预防扶贫领域职务犯罪专项工作的
同时，将结合当地实际，加强对医疗
卫生、社会保险、国企改革、环境监
督等领域职务犯罪的分析研判，适
时组织开展“小专项”查案活动，通
过“系统查、查系统”，提高办案效
率。③7

全省检察机关
严查“雁过拔毛”案件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3 月 14
日，全省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
城市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汇报会在
濮阳召开。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省公安厅厅长、省环境攻坚战领导
小组常务副组长许甘露，副省长、省
环境攻坚战领导小组副组长张维宁
出席会议。郑州等七个省辖市政府
及省发展改革委等省直部门有关负
责同志参加汇报会。

在听取了7个省辖市及省直部
门的工作情况汇报后，许甘露指出，
第一，高度重视，充分认识大气治理
的极端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不移打
好攻坚战。大气污染已经成了社会
治理的突出问题，人民群众迫切期
盼改善大气质量，体现党委和政府
的执政能力，郑州和豫北是我省大
气治理的硬骨头，必须痛下决心，增
强紧迫感，要以更大决心、更大力
度、更大的投入，全力改善大气质
量。

第二，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
向，精准发力，增强治理的针对性和
科学性。心里要有目标，眼里要有
短板，坚持依法治污、科学治污、全
民治污，狠抓源头治理，解决突出问
题，以严格督政推动督企，切实落实
企业单位治污主体责任。

第三，抓住重点领域和关键环
节，实施更加严格治理措施。强力
推进各项治本治标措施，加快推进
冬季清洁取暖工程，加快电代煤、气
代煤进程，加大小散乱污企业整治
力度，严格扬尘管控，严格工业排污
治理，严格重点涉气企业、重点工地
路段、重点时段的监管，要把各项治
理措施安排在媒体公开，接受监
督。畅通举报渠道，发动群众积极
举报环境污染线索问题。

第四，要严格考核，推动治污措
施落实。要出台季度考核办法，通
过加大问责力度，切实改变作风，压
实责任。③7

许甘露在全省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
通道城市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汇报会指出

加快治本严格治标
大力改善大气质量

本报讯（记者 李铮 通讯员 王娟）
3月14日，由河南日报社主办的河南省
新闻宣传干部媒体融合培训班开班仪
式举行，来自省内的 50多名新闻宣传
干部齐聚南阳，接受融媒理论和实践的
培训。

新媒体的兴起和发展，给传播方式
和舆论格局带来了深刻变化，也给新闻
宣传工作带来了新挑战。河南新闻宣
传干部媒体融合培训班是河南日报报
业集团整合新闻资源，推动传统媒体和
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计划
用3年时间将全省新闻发言人、通讯员
培训一遍。

此次举行的是培训班的春季首次
班。培训班安排有讲座、室外教学、采
访观摩、座谈交流等环节，旨在增强学
员的新闻敏感性、准确把握新闻采写编
要领、提高突发事件处置过程中的舆论
引导能力。③4

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公开征求意见

超标排污 可罚百万

掌握融媒武器
提升引导能力

3月14日，濮阳市中原油田施工人员在文23储气库增注站进行压缩机组工棚建设
施工。该项目是国家级重点工程，设计储气容量104亿立方米，建成后将是我国中部地
区规模最大的一座储气库，为能源储备、气源调峰发挥重大作用。⑨6 仝江 摄

项目建设
如火如荼

同筑自贸路 厚植国际情
——第二届中原国际友谊林植树节纪实

自贸路上，走向开放前沿

从河南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
到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获批，
从滨河国际新城蝶湖畔的揭幕到郑州
经开区青少年科技馆前的厚植，从在
豫外国专家的参与到多国参赞的邀
请，中原国际友谊林植树节已经连续
举办两届，其不断提升国际知名度和
美誉度，正是郑州经开区由内陆腹地
走向开放前沿最佳写照。

细数第二届中原国际友谊林植树
节国外嘉宾，可谓政商云集、繁星闪
烁。有贝宁共和国驻华参赞阿波班左、
哈萨克斯坦驻华参赞阿卜杜拉赫玛诺
夫·凯拉提、乌克兰驻华参赞列娜·舍夫
琴科及先生马斯默、墨西哥驻华外交官
法比奥、菲律宾驻华外交官李奥、奥地
利中欧合作发展促进会名誉会长哈维·
朝鼎、伊斯坦布尔新星丝绸之路经济文
化友好协会副会长张裕玲、法国工商会
华南区总监亚历山大等。

是什么吸引了他们齐聚郑州经开
区？

这里开放创新平台更为广阔。中
国（郑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州经
开综合保税区等一批国内开放层次最
高、优惠政策最多、功能最齐全、手续
最简化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在一年间
集中获得批复，郑州经开区成为内陆
地区最为国际化、最高大上的区域之
一。与此同时，去年上半年获批的郑
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全国双创
示范基地，是目前国内最高层次的创
新创业示范区，为郑州经开区在更大
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推进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在新一轮国家战略布局阶段，郑州经
开区乘势而上、顺势而为、抢抓机遇，
获得了许多梦寐以求的国家级最高平
台，战略组合叠加效应显著增强，为未
来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新的动力、新
的生机。

这里现代产业体系更具活力。郑

州经开区通过不断调整三次产业结
构，促进转型升级，工业支撑作用更加
明显，第三产业比重稳步提升，已形成
了以汽车及零部件、装备制造为主导
的先进制造业和以商贸物流、跨境贸
易为主导的现代服务业整体框架。坚
持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理念，持续优
化工业内部结构，提高资源和能源的
利用效率，成功获批为全省首家“国家
生态工业示范园区”，成为全省的样板
和标杆。服务业发展持续向好，对地
区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
47.1%，房地产市场活跃，销售额同比
增长 170%以上。通过不懈的努力，
郑州经开区经济结构更加优化，发展
效益不断提高，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这里新型城镇化建设更加坚实。
郑州经开区城市一体化布局更加完
善，综合承载能力大幅提高，全域城镇
化进程不断加快，人民群众幸福感、获
得感持续提升，为未来发展奠定了坚
实基础。尤其郑州经开区管委会、中
建股份公司、中建七局合资成立中建
（郑州）城市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携手
启动10.47平方公里的滨河国际新城
建设，代表了郑州经开区新型城镇化
建设的最高水平。该项目从设计之初
就站位国际视野，定位为“产城融合，
宜业、宜居、宜乐，三位一体”的中央生
活休闲区（CLD），规划建设有美丽蝶
湖、地下综合管廊、法云寺、司赵火车

站、潮晟路跨潮河桥、郑州经开区经青
少年科技馆暨城市规划展示馆等，并
预留有我省首个获批外事用地，将建
设外国驻华领事馆及其相关生活设
施，是聚集“高端智慧商务、创意滨水
商业”的国际化商务发展先导区，拥有

“绿色低碳社区、健康湖畔休闲”的国
际品质生活示范区，促进“艺术科教发
展、中原与世界交流”的国际文化旅游
休闲区，也是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郑州片区的重要承载地之一。

其力已聚、其势既成、其期必至。
郑州经开区作为郑州市近年来发展最
好、最快的区域之一，在郑州乃至全省
发展大局中的地位日益提升。

友谊林中，加深国际合作

记载郑州 63载金色年华的老照
片追忆往昔岁月，中外嘉宾共同印制
手模作为本次活动的永久纪念牌，近
百名在豫外国专家被授予“中原国际
友谊林绿色大使”称号，象征国际友谊
的100棵树苗厚植中原大地……第二
届中原国际友谊林植树节体现出的国
际影响力和号召力，正是郑州经开区
加快国际化进程的现实佐证。

春天孕育生机，绿色代表希望。
滨河国际新城内嘉宾云集，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省外国专
家局局长徐宗勤，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副局长焦东方，郑州经济开
发区管委会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
任崔绍营，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
委副书记、物流园区党委书记李雪
生，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委
员、管委会副主任孙兵，中建七局党
委纪委副书记、党委工作部部长韩昭
华，中建（郑州）城市开发建设有限公
司总经理丁雷，中建（郑州）城市开发
建设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罗众元及百
余名在豫外国专家代表共同出席本
次植树节活动。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
员、省外国专家局局长徐宗勤已经连
续参加两届植树节活动，并给予中原
国际友谊林植树节高度评价。他说：

“中原国际友谊林植树节坚持与时俱
进与改革创新，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
路’战略，助推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
设。省外国专家局将不断创新服务方
式、丰富服务内容，为郑州国家中心城
市建设与河南贸易试验区发展提供更
多的中外合作与交流，全面提升郑州
乃至河南的对外影响力。”

哈萨克斯坦参赞阿卜杜拉赫玛诺
夫·凯拉提在发言中表示：“哈萨克斯
坦与中国在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
有密切的合作。哈方非常重视与中国
的友谊，希望能够有更多沟通与交流
的机会共促双方友好发展。这次来到
郑州，看到了这个城市已经具备国家

中心城市的基础，我看好它的未来与
发展前景。”

中原国际友谊林植树节是郑州经
开区重要的外事活动之一。郑州经济
开发区管委会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
任崔绍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近几年来，国家、河南、郑州把一系列
重要平台布局在了郑州经开区，给予
了郑州经开区宽松的政策环境、有力
的平台支持，郑州经开区有责任把这
些平台做实做好，更好地发挥开放引
领作用，为郑州乃至河南开放创新作
出贡献，吸引更多的国际嘉宾参与河
南经济建设。自贸区要围绕建设服务

‘一带一路’的现代综合交通枢纽和多
式联运物流中心、内陆改革开放先行
区、国际一流的自由贸易园区三大战
略定位，侧重于探索以投资贸易便利
化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创新，着力将经
开片区打造成为自贸区全方位深化
改革引领区、多领域扩大开放先行
区。经开综保区要尽快建立完善体
制机制，加快推进验收运营，逐步打
造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跨境
电商综试区要加快建设‘三个平台’，
健全‘七大体系’，打造完整的跨境电
子商务产业链和生态链，以更加便捷
高效的新模式，为外贸经济发展提供
新支撑。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双创示
范基地要在双创生态优化、政策体系
完善、创投来源扩大、创新人才引进、
创新驱动发展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
进一步提升创新创业水平、提升产业
发展能力、提升示范带动能力，打造全
省创新创业高地。”

践行央企社会责任，服务地方建
设发展。中建（郑州）城市开发建设有
限公司作为植树节的承办方，秉承中
建七局让建筑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生
活、建筑让城市变得更美好的企业理
念，认真践行“拓展幸福空间”的企业
使命，不断创新植树节的模式和丰富
植树节的内容，加快建设宜居乐活、智
慧创新、绿色风尚的滨河国际新城，为
促进郑州经开区生态文明建设与加快
国际化进程作出积极贡献。

□本报记者 栾姗
本报通讯员 孙毅

3 月 12 日，由省外国专

家局、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

委会主办，中建（郑州）城市开

发建设有限公司承办的“同筑

自贸路·厚植国际情”——第

二届中原国际友谊林植树节

在郑州经开区滨河国际新城

隆重举行。

郑州经开区是河南融入

国家“一带一路”建设、郑州加

快国际化进程的重要阵地，独

享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

区郑州片区核心区、中国（郑

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核心区、郑州经开综保区“三

区叠加”优势，正力争在郑州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伟大征程

中挑大梁、走前头，承担起排

头兵的责任。

在全国第 39个植树节，

也是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

36 周年之际，来自“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中外嘉

宾齐聚郑州经开区，再次种下

象征国际友谊的树苗，寄语在

新的一年里河南对外开放再

上新台阶，让我们撸起袖子加

油干！

中原国际友谊林永久纪念手印中外嘉宾在友谊林前合影留念

河南省新闻宣传干部
媒体融合培训班开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