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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网相连——

生态廊道构筑绿色海洋

绿色路网斑斓纷呈，游园小品景致宜人，
强劲的交通动脉与葱绿的城市林海交会贯
通。6月 5日，记者从许昌东站出发，沿京港
澳高速一路向北，道路两旁，乔、灌、花、草相
结合，不同花色、叶色组成的植被带，绵延数
十公里，形成一条浮于绿野之上的彩色飘带。

“京港澳高速与京广高铁之间的生态景
观廊道以京广高铁、京港澳高速为控制线，绿
化主题为‘树阵花海’，四季常绿、季季有花。”
许昌市林业局副局长秦志强介绍，高速公路
与高速铁路“两高”之间区域及京广高铁西侧
100米内为规划区，北起长葛市长社路，南至
兰南高速许昌段交会处，全长约30公里，涉及
长葛市、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建安区、东城
区的33个行政村，共计添绿8378亩。

废弃的坑塘变成了果园，原本的荒坡披
上了新装……目前，“两高”之间地段已栽植
雪松、广玉兰、红叶石楠等各类苗木 8420
亩。在植物配置上，按照“春花烂漫、夏紫荫
浓、秋色绚烂、冬景苍翠”的四季美景打造，沿
路花木体现绿、红、黄、粉、蓝五个色系，打造

“一年四季景不同”的生态景观。
全长10公里的兰南高速·三洋铁路生态

廊道建设，以兰南高速、三洋铁路为控制线，
中间区域及三洋铁路北侧 100 米内为规划
区，东与京港澳高速相接，西至兰南高速许昌
南站。“在 3263亩的绿化区域内，因地制宜，
一区一景，做到了常绿、落叶相结合，彩叶与
四季应时花木相结合，‘绿不断线，景不断
链’，凸显了整体生态景观效果。”秦志强说，
这条景观廊道的建成，起到了分隔交通、净化
空气、减少噪声的作用，对构筑绿色屏障和景
观提升效果显著。

“四海”是位于许昌北部、西北、西南、东
南的四片林海，“四海”生态廊道提升工程分
别位于清潩河上游、石梁河与清潩河汇合区、
颍汝干渠与长店沟汇合区以及清潩河下游规
划建设的四处大型生态林地，今年新增绿地
面积 2118 亩，进一步巩固提升景观绿化水
平。

作为许昌市的一名鸟类摄影师，张文锋
喜欢带着相机到“四海”拍照。在这里，闯入
他镜头的，除了常见的麻雀、喜鹊外，还有白
鹭、野鸭、白头翁等“新来物种”。他说：“一条
生态廊道，就是一片绿色海洋，这里就是我的

‘最佳拍摄地’！”

生态对接——

打造郑州的“南花园”

扶苗、挥锹、培土、浇灌……今年的植树
节，许昌市委书记武国定等市四大班子领导
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驻许官兵、志愿者等共
2000余人，来到中心城区生态廊道东城区段
参加义务植树活动，共栽植海棠、高秆红叶石
楠等各类树木约16000棵。

之所以选择中心城区生态廊道作为植树
造林点，恰恰源于许昌市委、市政府对生态廊
道建设重要性的深刻认识。

在许昌的决策者看来，立足本地的花木、
绿化、水系等基础，打造独具特色的生活居
住、休闲娱乐、旅游度假、健康养老目的地，加

快推进生态、产业、交通、平台等方面的对接，
对于许昌发挥优势、提升在中原城市群中的
战略地位意义重大。

“中心城区生态廊道景观，会给来到许昌
的人们留下满眼绿色、处处花海的美好印象，
对于提高城市绿量、增强宜居魅力、推动生态
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武国定说，不仅
如此，它还是推动郑许生态对接的“许昌窗
口”，要把许昌打造成为郑州大都市区的亮丽

“南大门”，必须把生态廊道建设好，让城市容
颜更美、气质更佳、肤色更动人。

漫步许昌街头，街道两旁是草木相依“立
体的绿”，庭院社区是见缝插针“点缀的绿”，
路口街头是花草相间“打眼的绿”，游园广场
是花木辉映“活泼的绿”……目前，许昌以生
态廊道、花木基地、国家储备林基地为重点，
建成4处大型生态林海、5个高档观光农业生
态园，种植花木90多万亩，形成了“平原林海、
天然氧吧”特色品牌，城市建成区绿地率达到
36.46%、绿化覆盖率42.62%。

破解难题——

推进林地建设的“许昌速度”

“从 2月 10日召开中心城区生态廊道建
设动员会，到4月中旬1.3万亩生态长廊建设
任务超额完成，只有两个多月时间。全市上
下共同努力，务实拼搏，克难攻坚，创造了林
地建设的又一个‘许昌速度’。”许昌市林业局
局长张建华这样感慨。

每一场“战役”都不轻松，每一滴汗水都
凝聚着绿色的希望。

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最初的“零敲碎
打”到近3亿元资金投入，中心城区生态长廊
建设工期紧，任务重，尤其是土地流转等工作
直接面对诸多利益相关方，越来越具有挑战
性。

怎么办？办法是想出来的、逼出来的，更
是机制创新、工作方法和手段创新的必然结
果。

工作咋推动？从市到县，党政一把手来
到造林一线，调研指导、现场办公，解决难题，
形成了全市上下齐抓共管、强力推动的工作
局面。

资金咋解决？许昌市财政安排专项资金
对中心城区生态廊道建设进行奖补，发挥了
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谁投资、谁
经营、谁受益，坚持“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企
业经营、社会参与”，吸引了河南四季春园林
艺术工程有限公司、河南中万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长葛市闻花香苗木有限公司等10余家
资金雄厚、技术力量强的企业参与建设。

机制咋创新？乡村的绿化可以自己搞，
树成活多少，年底政府补多少，这是长葛市推
行的自主造林模式；由公司组织植树造林，与
农户签订合同，保证农户林木长成后年受益
率，这是建安区采取的“公司+农户”的方法，
激发了广大农民造林绿化的积极性。

质量咋保障？建设标准高，许昌市从严
把规划设计标准入手，按照“大绿量、乔灌花、
四季青、多功能”的要求，打造“一年四季景不
同”的景观长廊；栽植标准高，做到业主不落
实不栽，挖坑达不到标准不栽，苗木达不到规
格不栽；苗木标准高，栽植楸树、银杏、大叶女
贞、紫叶李等树种苗木胸径全在4厘米以上，
栽植栾树、法桐、香樟等树种苗木胸径规格在
8厘米以上。

在生态廊道建设中，许昌还着重体现其

生态功能和美学原理：规划设计统筹兼顾，发
挥物种多样性和空间多样性功能；道路景观
因地制宜，通过不同植物群落营造不同的生
态体系；廊道功能融入多元化因子，构建网络
化的生态基础设施，始终坚持做到尊重自然，
遵循规律，协调发展。

生态红利——

增添百姓家门口的观景台

初夏时节，在许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十王村，京港澳高速旁，一片规划整齐、层次
分明的林带里，不同的地块区域分别分布大
叶女贞、香樟、法桐等树种，当地的工人们在
田地里浇水、整地、除草。

“过去这里是一片废弃的渣土地，建筑垃
圾遍地，塑料袋乱飞，通过我们回填改造，拓
路添绿，除了栽种各种苗木100多亩，还把两
个大坑塘改成了莲藕池。”河南永和园林工程
有限公司总经理武德今说，他们将利用优越
的区位和改造后形成的良好生态资源，大力
发展农家乐、生态游等旅游产业。

在长葛市老城镇，长葛市闻花香苗木有
限公司经营的生态廊道内，法桐在田野里像
哨兵一样挺立，1人多高的桂花树饱饮地表
水。“这一大片苗木，胸径都在15厘米以上，价
值超过 1000万元，可它的产出也高，一亩地
效益在4万元以上。”闻花香公司总经理朱成
斌笑眯眯地说：“我们租用了方圆400多亩土
地，10年租期地租全免，政府打好了井，修通
了路，接上了电，公司租地后马上可以全身心
地投入市场。”

一条条生态廊道，构成一道道风景，成了
村民身边的“花园长廊”。一个个景观小品，
规模初具，被群众称为家门口的观景台。东
城区邓庄乡烟墩郭村村民赵国栋说，村前的
生态廊道，添叶增绿，成为全村人向往的休闲
之地。

建设生态廊道不仅创造绿色、优美、清
新、健康的生产生活环境，同时也提高农民收
入，加快农村经济发展。58岁的十王村村民
郭海军，在许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一处生
态长廊当了一名苗木栽植工人。他掰着指头
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过去种麦子，除去选种、
施肥等费用，一亩地纯收入不到 1000元，现
在一亩地地租年收入1200元，在生态园里打
工每天工钱70元，每个月收入差不多有2000
元，收入一下子增长了好几倍。

生态廊道不是简单的建设道路景观，而
是创造一种新的路网大环境，为城市可持续
发展蓄足后劲。许昌市顺势而为，乘势而上，
在全市范围内实施“绿满许昌”三年行动计
划，实现“一年增绿量，二年提档次，三年显魅
力”的目标。到 2019年年底，完成营造林面
积40万亩，活立木蓄积量达到750万立方米，
林业产业总产值达到 180亿元，花卉苗木种
植面积稳定在 100万亩，森林旅游休闲康养
人数力争突破 600万人次。届时，全市基本
形成以湿地公园、城郊森林公园、城区游园为

“绿点”，以高速公路、国省干线、主要河流等
生态廊道为“绿线”，以总投资78亿元的55万
亩国家储备林基地等为“绿面”，点、线、面相
结合的立体绿色网络。

以绿色塑城市名片，以生态促社会和谐，
许昌以大气魄引领大跨越，大创新推动大提
升，擦亮生态廊道建设的“城市窗口”，构建生
态文明建设的“许昌模式”，一个绿意盎然、生
机无限的魅力之城正在大踏步走来。6

本报讯(通讯员 王帅坤 侯楠楠）夏收季节到了，在传统
农业大县——襄城县，丰收繁忙的景象让人心生欢喜之余，秸
秆回收处理也成了让人头疼的问题。如何将秸秆综合利用，
增加农民收入，襄城县再出新招，真正将秸秆“变废为宝”。

日前，记者来到位于襄城县姜庄乡的千佛阁村采访时看
到，一打打圆柱状的秸秆捆整齐的堆放在田间地头，工作人员
正在用叉车将这些秸秆捆打包装车，统一运送到秸秆收储基
地进行存放。这些秸秆堆的主人是襄城县龙平种植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刘广动，他告诉记者，他现在是一名秸秆经纪人，已
经和许昌亚丹生态家居有限公司签署了合作协议。说起地里
的这些秸秆，刘广动满脸喜悦：“原来这些秸秆就是废物，全部
都烧了，现在成宝贝了，我们基地大概能收3000吨秸秆，都是
我收缴上来，打好捆直接送到亚丹公司，这样做既保护了环
境，也能赚到钱，真是一举两得。”

为全面提高全县秸秆回收综合利用率，在今年的“三夏”生
产中，襄城县委、县政府通过出台扶持政策，促使亚丹公司与乡
镇中心的农村专业秸秆收购合作社紧密合作，建立秸秆原料收
储基地，形成“收—储—运—用”综合性立体化秸秆原料收购模
式，以小方捆320元/吨、大捆370元/吨的价格回收秸秆，并且
每吨小麦秸秆政府补贴50元。根据公司项目建设规划及目前
实际情况，2017年度秸秆原料收购总量确定为3万吨。6

许昌市麦收全部结束
机收率达99.3%

本报讯（通讯员 武芳 谭菲）6月 5日记者从许昌市农机
局得到消息，截至6月4日12时，许昌市330万亩小麦已全部
收获，机收率达99.3%，“三夏”机收会战顺利结束。

机械供应充足。许昌市共有联合收割机6500台，为弥补
自有机械不足，市农机部门引导农机合作社、农机经纪人从外
地协议引进联合收割机 1500多台，加上自发流入该市的机
械，麦收需求充分满足。全市动员农机合作社、农机大户与农
户签订作业合同330份，合同作业面积95.4万亩，供需对接充
分。

智能装备给力。许昌市已有1800台联合收割机配备智
慧农机终端，覆盖200多家农机合作社。今年新装的1200台
终端，对软硬件作了较大升级，增配了倒车影像系统，深受农
机手欢迎。同时，终端增加语音提示功能，提升了测亩计产精
度，在全省农业生产中首次应用北斗导航。借鉴“滴滴打车”
软件，市农机局与中国农机院联合推出农机作业手机APP，机
手可自主发布机械类型、作业价格，农户可自主发布麦田面
积、收割地块，平台自动对接供需。

秸秆多元利用。许昌市在大力拓宽秸秆打捆收储、资源
化利用，拓宽秸秆利用渠道的同时，积极发挥秸秆产业化联盟
的纽带作用，协调魏都农商行，对购置秸秆综合利用机械提供
2000万元贷款授信。今年“三夏”，大圆捆打捆机、搂草机、抓
草机等一批新型高效的秸秆打捆收储机械投入农业生产，预
计全市小麦秸秆打捆收储面积在1.5万亩以上。6

许昌再次提高低保标准
新标准自今年1月1日起执行

本报讯（通讯员 董艳菊）近日，许昌市民政局、财政局联
合印发《关于提高2017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补助水平及特
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的通知》，再次及时提高全市最低生活保
障标准、补助水平及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

据了解，此次提高标准，许昌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
准由每人每月400元提高到不低于450元，月人均补助水平
由260元提高到不低于280元；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由每人每年3000元提高到不低于3300元，月人均补助水平
由137元提高到不低于160元；城市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
原则上每人每月不低于585元；农村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标准
由每人每年4000元提高到不低于4800元，分散供养标准由
每人每年3000元提高到不低于3800元。特困人员按照全自
理、半护理、全护理3档，对应的照料护理费用不得低于当地
上年度最低工资标准的1/10、1/6、1/3。

许昌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新的补助水平和救助供养
标准自2017年1月1日起执行。6月10日前，各地应将上半年
提标部分补发到位。同时，许昌市财政局、民政局将加大对各
县（市、区）预算执行及结余情况的检查，定期通报各县（市、区）
资金拨付进度，确保民生政策不折不扣得到落实。6

本报讯（通讯员 董全磊 朱晓锋）近日，许昌市公安系统
屡获“国”字号殊荣。其中，许昌市公安局警令部行政审批科
被表彰为“全国优秀公安基层单位”，许昌市公安局治安和出
入境支队出入境管理大队大队长马志贤、禹州市公安局特警
大队大队长祁自军被表彰为“全国优秀人民警察”，许昌市看
守所被公安部荣记集体一等功。

近年来，许昌市公安机关毫不动摇地坚持政治建警、素质
强警、从严治警、从优待警，激发了广大民警干事创业的热情，
涌现出了一大批信念坚定、执法为民、忠诚奉献、顽强拼搏的
优秀集体和个人。许昌市公安局警令部行政审批科坚持“忠
诚履职、勇于担当、奋发有为”的服务观念，创造了连续15年
零投诉的纪录。马志贤带领许昌市公安局治安和出入境管理
支队出入境管理大队民警，以民意为导向，不断创新服务举
措，2012年以来为群众办理各类出入境证件40余万人次，办
结率、审批合格率、群众满意率均为100%。祁自军身先士卒，
带领禹州市公安局特警大队民警攻坚克难，5年来抓获各类违
法人员458人，为群众办理便民服务事项1000余件，使禹州
市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逐年提升。许昌市看守所立足
自身实际，努力推动勤务模式改革和管理机制创新，实现了连
续12年监所无事故、队伍无违纪目标。6

许昌公安再获全国大奖

襄城县

“闹心秸秆”变废为宝

许昌大手笔投入建设生态廊道

环境改善带来惬意“绿”生活

□许昌观察记者 董学彦
王 烜

有碧绿茂盛的

“树阵”，有姹紫嫣红

的“花海”——主道两

侧，一条条五彩廊道

从许昌城区伸出，绿

意奔放，充满活力，与

休闲宜居的田园相

融，与清澈灵动的水

系相交，连接周边县

市。

今年 2 月，许昌

市中心城区生态廊道

建设大幕开启，从土

地流转到地面清表，

从业主入驻到挥锹栽

植，不到70天，1.3万

亩建设任务超额完

成，越来越多的老百

姓开始享受环境改善

带来的惬意“绿”生

活。

摘下全省首个国

家森林城市桂冠的许

昌，为何要以大手笔

投入生态廊道建设？

他们如何抢抓机遇，

引领绿色发展潮流？

生态廊道绿化的“许

昌速度”又是如何创

造的？

许昌新元大道生态廊道建设许昌新元大道生态廊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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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拍下的许昌生态廊道“花海树阵” 许昌城郊的“四海”林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