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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长岭

你在中原大地旅行时，或许会发
现一些山体被挖得千疮百孔，虽早已
无矿可采，但裸露的断崖耸立在面
前，让人耳边回响起当年的机器轰
鸣，更会让人想到，这破碎的风景能
否恢复如初？这些破坏的地质环境，
究竟该谁来治理？

多方参与 废弃矿山披绿装

3月 28日，记者从省国土资源厅
了解到，去年我省共完成矿山地质环
境治理2288公顷，投入资金3.156亿
元，资金投入和恢复治理面积均比上
一年增加了50%左右。

2012年 7月起施行的《河南省地
质环境保护条例》,确立了地质环境

“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的原

则。对废弃的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
理，不能确定责任人的，由所在地县
级人民政府组织恢复治理。

新乡市区北边有一座凤凰山，原
来盛产石灰岩。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开始，巅峰时期有50多家企业和180
多家个体户不停开采，造成环境恶
化，灰尘飞扬，当地群众自嘲地说，每
人一年能吃掉一块预制板。进入新
世纪后，新乡市决定禁止开采凤凰山
矿石。2007年，省国土资源厅决定支
持新乡把凤凰山恢复治理成矿山公
园，废弃矿山重新披上了绿装。

“在去年投入的 3.156 亿元资金
中，省财政资金有3182万元，其他都
是社会资金。”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
杨士海说，我省为解决投入模式单
一、财政资金明显减少的问题，探索
建立起“政府主导、政策扶持、社会参
与、开发式治理、市场化运作”的矿山

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新模式。

政府引导社会投资

辉县市常村镇五龙山，原来到
处是私挖乱采留下的矿坑，当地吸
引社会资金对地质环境恢复之后，
如今变成了五龙山响水河游乐园，
有水上乐园、滑雪场，还有动物王国
等景点。

辉县市常村镇五龙山恢复治理
项目，是新乡市吸引社会资金投入矿
山地质环境治理的一个例子。

政府鼓励社会资金投入到矿山
环境恢复治理领域，并且也确定了谁
投资谁收益的原则。新乡市以财政
资金为撬动杠杆，运用市场化机制，
吸引社会资金开展矿区地质环境恢
复治理的经验，受到国土资源部门高
度重视，去年在多地推广。

环境恢复任重道远

“我省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治理的
形势依然严峻，粗放开发方式对矿山
地质环境造成的影响仍然严重，地面
塌陷、土地损毁、植被和地形地貌景
观破坏等一系列问题依然突出，矿山
地质环境恢复和治理工作，任重而道
远。”省国土资源厅地质环境处副处
长李召明说。

尽管中央和省财政已投入大量
资金进行恢复治理，但全省仍有历史
遗留及无责任人的待恢复治理的矿
区2万多公顷。

“今后，鼓励采取PPP模式和第三
方治理等措施，加快历史遗留问题的解
决。”杨士海说，“对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
理领域有投资意向者，可以与各地国土
资源部门对接，选择投资项目。”②9

新华社北京 3月 28日电 著名的
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建国会的杰出
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九届全国
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第六
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副主席，第七届、八
届中央委员会名誉副主席万国权同志
的遗体，28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火化。

万国权同志因病于2017年 3月 23
日 13时 12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万国权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
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
王岐山、张高丽、江泽民、胡锦涛等同
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
万国权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

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28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

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
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万国权
同志”，横幅下方是万国权同志的遗
像。万国权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
柏丛中。

上午9时许，习近平、张德江、俞正声、
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胡锦涛等，在
哀乐声中缓步来到万国权同志的遗体
前肃立默哀，向万国权同志的遗体三
鞠躬，并与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
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
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万国权同
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本报讯（记者 孙欣）3月 27日，河
南省律师协会在郑州召开全省优秀刑
事辩护律师表彰大会，100名优秀刑事
辩护律师受到表彰。这是我省首次专
门对刑事辩护律师进行表彰，旨在推动
更多的律师参与刑事辩护工作，认真履
行社会责任。

近年来，我省律师队伍发展迅速，
目前全省共有律师17314人，律师事务
所1193家，但是由于收入不高、社会偏
见等原因，律师办理刑事案件的积极性
不高。截至 2016年底，我省以办理刑
事业务为主的律师事务所占全省律所

总数的17.5%，以刑事辩护业务为主的
律师占全省律师总数的 8.4%，全省律
师办理刑事案件量仅占诉讼案件总数
的14.8%。据全国律协统计，我国刑事
案件辩护率在30%左右，我省的刑辩率
更低。

省司法厅巡视员周济生说，律师通
过参与刑事诉讼，实现控辩双方平等对
抗，有利于法官充分听取各方意见，作
出公正裁判。对刑事辩护律师进行表
彰，就是鼓励更多的律师积极参与刑事
诉讼，在推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
制度改革进程中贡献更大的力量。③7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3月 27日，
郑州市交警支队发布消息，丁酉年黄
帝故里拜祖大典将于 3 月 30 日上午
在新郑黄帝故里景区举行，届时将有
万余人参加拜祖大典活动，为确保活
动顺利举行，3 月 29 日和 30 日，郑州
市部分道路和区域将实行临时交通管
制。

3月 29日和 30日 7时至当天拜祖
大典活动全部结束，新郑市的郑韩路
（不含）以南、人民路（含）以北、新建路
（不含）以西、阁老路（含）以东区域实
施临时交通管制；新郑市的郑新快速
通道（绕城高速出口至新村大道）、郑
新路（新村大道至郑韩路）、迎宾大道

（郑韩路至人民路）、人民路（迎宾大道
至阁老路）、轩辕路（迎宾大道至安居
小区西围墙）、阁老路（郑韩路至人民
路）、中华姓氏广场环道等路段实施临
时交通管制。管制期间，禁止一切无
拜祖大典活动通行证的车辆在上述路
段通行或停放。此外，对新郑市的其
他道路视情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确保
拜祖大典活动顺利进行。

警方同时提醒，3 月 29 日和 30
日，请尽量避开郑州市区的金水东路、
中州大道、嵩山南路等道路出行。广
大群众请提前安排好工作和生活，提
前规划好出行，活动当天按照交警的
指挥安全有序通行。③7

万国权同志遗体在京火化
习近平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

王岐山张高丽胡锦涛等到八宝山
革命公墓送别

我省首次专门表彰刑辩律师

昔日千疮百孔 今朝换装披绿

我省加强废弃矿山环境治理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期间

新郑部分道路和区域临时交通管制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李
宗宽)3 月 27 日，洛阳途经扬
州、飞抵日本大阪的国际航线
开通，阳春三月下扬州去日本
大阪，从洛阳坐飞机就能到了。

据了解，该航线由春秋航
空承运、洛阳旅发集团顺途航
空旅游服务有限公司协运，采
用空客 A320 机型执飞，计划
每周一班，周一起飞。洛阳去
往 大 阪 方 向 的 航 班 号 为
9C8551，洛阳16：45起飞，18：
20到扬州，22：45抵达日本大
阪关西机场；返程航班号为
9C8552，8：50日本大阪起飞，
12:00 抵达扬州，15:45 抵达
洛阳。

据悉，此前洛阳机场已经开
通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昆
明、大连、沈阳、重庆、包头、杭
州、成都、曼谷等国内外城市的
航班。该航线开通后，又增加了
两个与洛阳往来航班的城市。

据了解，作为该航线签约
合作方，洛阳旅游发展集团积
极推动“航空+旅游”深度融合
发展，在确保该航线稳定持续
执飞的同时，正努力接洽商谈
更多惠民便民国际航线，促进
洛阳旅游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助 力 国 际 文 化 旅 游 名 城 建
设。③7

洛阳至大阪
航线开通

3 月 27 日，安阳市汤阴
县伏道镇东江窑村农民在麦
田施肥。该市“早”字当头，
全面开展春季农业生产工
作。⑨7 王鹏飞 摄

3月 25日，在美国纽约，法国空军飞行表演队“法兰西巡逻兵”进行飞行表
演。这是这支著名的飞行表演队31年来首次在美国进行飞行表演，也是其为期
一个半月的美国巡演的第一站。 新华社发

3月 28日，襄
城县山头店镇的首
山汝水春意渐浓。
昔日的荒山披上春
装，岭峁间金黄的
油菜花、粉红的桃
花和碧绿的麦浪泼
洒出一幅色彩明丽
的水彩画。⑨6 古
国凡 张译方 摄

春满大地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通讯员
李子耀）3月 28日，第六届“文新春茶
节”在省人民会堂广场开幕，同时向外
界宣布，信阳毛尖开采了。

炒茶师现场展示信阳毛尖手工
炒茶技艺，许多宾朋争相品尝信阳毛
尖新茶，一时间，广场茶香四溢，热闹
非凡。信阳文新茶叶公司董事长刘
文新介绍，春茶节旨在把茶乡的第一
抹新绿、信阳的第一壶热茶捧给省城
茶客，并借此弘扬中原茶文化，讲好
信阳茶乡好故事，树立信阳茶乡好形
象。

信阳是河南重要的产茶区，优美的

自然环境孕育出了中国十大名茶之一
“信阳毛尖”。信阳现有茶园面积 210
余万亩，茶叶从业人员超过 120万人。
茶产业已成为信阳农业增效和农民增
收的一大亮点。

当天，记者在信阳市浉河区环南湾
湖“百里茶廊”两边的茶山上，看到许多
采茶女正在辛勤地劳作。来自正阳县
的王大姐告诉记者，她们是前一天来
的，还有许多采茶伙伴正陆续来信阳。
茶农王保正在打包新茶往外地托运，他
说，这些都是早茶，大面积开采还得到
清明节以后，今年的雨水充足，茶叶的
质量很好。③5

信阳毛尖开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