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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栾姗）6月 11日，省
发改委下发了《关于取消电气化铁路
配套供电工程还贷电价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从即日起全面取消电
气化铁路配套供电工程还贷电价，等
额下浮铁路货物运价，降低企业物流
成本。

电气化铁路是以电力机车或高速
动车组这两种铁路列车为主所行走的
铁路。在电气化铁路的建设过程中，
其配套供电工程一般由相关电网公司
负责建设、运营、维修、管理和偿还贷
款。根据此前机制，相关电网还贷资
金的本息从所在路段电气化铁路的电
价中回收。这意味着，铁路部门所支
付的电价实际上包含了配套供电工程
运行成本、税金、电网企业还贷以及电
网企业合理利润等多个部分。

不过，电网为电气化铁路配套供
电工程应该属于一种扩大经营规模
的经营行为，将成本转嫁给铁路部门
是不合理的。由于还贷电价在铁路
总体电价中的占比呈提升之势，改革

这一机制的呼声更为强烈。由此，根
据国家发改委统一部署，省发改委要
求全面取消电网企业对铁路运输企业
收取的电气化铁路配套供电工程还贷
电价。

《通知》指出，为避免降价的红利
被截留，铁路运输企业通过同步下浮
铁路电气化附加费标准的方式，等额
降低铁路货物运价，降低物流用能成
本，助力企业减负。

《通知》强调，已投产的电气化铁
路配套供电工程计入省级电网输配电
有效资产，不再扣减电气化铁路配套
供电工程还贷电价加价收入。

《通知》要求，除了取消还贷电价，
还要鼓励和支持铁路运输企业参与我
省电力市场交易，自行或委托电网企
业、售电公司等第三方通过市场化方
式采购电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据估算，取消还贷电价实施后，每
年可降低我省实体经济成本约 2 亿
元。③7

本报讯（记者 任国战 童浩麟）6月
5日至 9日，中央党校第 11期县委书
记研修班来豫体验式教学先后在红旗
渠干部学院、焦裕禄干部学院举行。
这是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第 10
次到我省接受党性教育。省委组织
部、中央党校进修部相关负责人参加
研修班有关活动。

在豫期间，研修班赴红旗渠纪念
馆、焦裕禄同志纪念馆、黄河故道东
坝头、“焦桐”树下开展现场教学。学
员们在焦裕禄纪念园拜谒焦陵，到
红旗渠青年洞、焦裕禄总结防风治

沙办法的发源地张庄接受体验式教
学，观看专题访谈片《巍峨山碑·杨贵
篇》《我眼中的焦裕禄》，与红旗渠劳
模任羊成、李改云和焦裕禄之女焦
守云互动交流，感受半个世纪前林
州人修建红旗渠、兰考百姓根治“三
害”的感人场景，重温那段激情燃烧
的岁月。

学员们纷纷表示，要把学习感受
到的红旗渠精神和焦裕禄精神，落实
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决胜脱贫攻坚
的工作实践中，亲民爱民、艰苦奋斗，
争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③4

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 通讯员 董
艳菊）6月 10日，许昌市政府与建业集
团签订合作意向书，携手打造中医药
健康养生养老示范区。

许昌中医药健康养生养老示范区
位于花木之乡鄢陵县，规划面积为
28.86平方公里，初步规划为“四个小
镇”，即以陈化店特色小镇为主的温
泉小镇、以鹤鸣湖风景区为主的休闲
旅游度假小镇、以县中心医院怡馨园
医养中心为主的医养小镇和药膳小
镇，致力打造“国际知名、国内领先、中
原一流”的健康养生养老示范区。

许昌市市长胡五岳说，许昌发展

中医药产业和健康养生养老产业优
势明显，花木种植面积 90万亩，生态
环境优良，是长江以北最大的花木生
产销售基地；禹州市拥有中药材种植
面积 40万亩，是全国 17个中药材专
业市场之一。“十三五”时期，许昌市
将把健康养生养老产业作为现代服
务业的重点，努力打造全国生态健康
养生基地。

目前，许昌中医药健康养生养老
示范区已先期启动了十大建设项目，
其中总投资80亿元、可容纳3万人度
假养生、休闲养老的建业生态新城正
有序推进。③4

本报讯（记者 赵春喜）一种新式
住宅开始在我省“露头”。它不是用砖
块和混凝土垒砌而成，而是由钢结构
装配支撑而成。

6月10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在
郑州举行“新型空腹排柱钢结构住宅体
系及工程应用”技术论证会。据介绍，
传统的住宅建造方式不仅耗费大量的
材料、土地、水、能源、人工等资源，还会
产生大量的建筑垃圾，对环境造成破
坏。而作为绿色建筑的主要代表，钢结
构住宅以部品构件生产工厂化、现场施
工装配化、管理科学信息化为功能，将

设计、生产、施工、安装一体化，变现场
建造为工厂制造和现场组装，具有标准
化程度高、抗震性能好、施工周期短、循
环利用率高、得房率高、造价低等特点，
已被列为国家重点推广项目。

当天，来自清华大学等高校、科研
院所的专家，对“新型空腹排柱钢结构
住宅体系及工程应用”技术给予了论
证认可。该项技术由河南省金华夏建
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童根数建
筑结构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共同完
成，目前已在周口市川汇区开展工程
应用。③7

每年可为企业减负2亿元

我省取消电气化铁路配套
供电工程还贷电价

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
来豫进行体验式教学

许昌将建4个养生养老小镇

我省探路绿色装配式住宅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为切实做
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6月 10日，河
南召开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建设
工作调度会议。会上，被确定为先行
区的洛阳、新乡、驻马店 3市政府，省
工信委、省国土资源厅、省农业厅三个
牵头单位，分别汇报了先行区建设的
推进情况、存在问题和建议。

先行区建设的总体思路

会上，我省明确了建设土壤污染
综合防治先行区的总体思路。我省选
取在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土壤污染类
型、防治工作基础等方面具有典型代
表性的洛阳、新乡、驻马店3市作为先
行区，按照夯实基础、试点示范、辐射
推广、完善提升四个阶段，开展土壤
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建设，在源头预
防、风险管控、治理与修复、监管能力
建设等方面先行探索，创新制度，完
善政策，总结模式，之后在全省推广，
为全面打赢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保
护和改善土壤环境质量积累经验、奠
定基础。

先行区建设的基本目标

关于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建
设所要达到的目标，省有关负责人介
绍，先行区要为全省土壤污染综合防
治“出模式”“出经验”“出效果”。

“出模式”，就是通过先行先试和
探索创新，把先行区作为土壤污染防
治工作的创新平台，建立土壤污染防
治管理体制，持续推进土壤环境保护
制度创新，形成能够推广的集合了土
壤污染防治技术、工程、管理的综合
模式。

“出经验”，就是按照保护优先的
思路，构建污染源监管——污染物排
放控制——责任追究与奖惩体系，严
控新增土壤污染。以风险管控为核
心，探索土壤资源安全利用实践经验；
探索基于土地用途的分类风险管控措
施，形成可模仿的土壤污染防治运行
机制。

“出效果”，就是通过先行区建设，
实现有效切断污染来源、有效防范环
境和人体健康风险，做好未污染土壤
保护，并逐步消除受污染土壤危害，达
到预防、管控、治理的效果，供其他类
似区域学习借鉴，推动全省土壤污染
防治工作共同提高。

先行区建设的重点任务

会议上，我省明确了 3个先行区
的重点任务。

洛阳、新乡两个先行区的重点任
务是，加强工矿污染控制，做好矿山生
态环境恢复；实施建设用地准入管理，
建立建设用地调查评估制度；采取农
艺调控、退耕还林还草、实施用途管制

等措施，做好受污染农用地风险管控；
制定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规划，开展
试点示范，探索建立符合地方实际的
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技术体系，有序
开展治理与修复；探索未污染土壤环
境保护的经验模式。

驻马店先行区的重点任务是，强
化现有工业企业源头控制，实施工业
企业全面达标排放计划，加强空间布
局规划，严格控制新增土壤污染；加强
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建立废弃农膜、农
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和综合利用网络，
推进畜禽粪便处理利用设施建设；优

先划为永久基本农田，严格保护未污
染耕地。

据了解，建设土壤污染综合防治
先行区既是国务院“土十条”的要求，
也是《河南省清洁土壤行动计划》明确
的任务，按照省政府常务会议精神，副
省长王铁、张维宁、徐光分别牵头，省
农业厅、省工信委、省国土资源厅等部
门配合做好先行区建设，洛阳、新乡、
驻马店3市政府是土壤污染综合防治
先行区建设的责任主体，省政府将在
政策、资金等方面支持 3市开展先行
区建设。③7

土壤污染防治 三市先行先试
省政府将在政策、资金等方面进行支持

□本报记者 尚杰
本报通讯员 杨振辉

“在整个移民搬迁过程中，没有发
生一起移民重大伤亡事件，但却有
300多名淅川干部晕倒在搬迁现场，
100多名干部因公负伤，10名干部倒
下牺牲。”6月 10日，在华北水利水电
大学第一报告厅，淅川移民精神报告
团成员的深情讲述，令 500余名师生
数度落泪。

6月4日至6月11日，淅川南水北
调移民精神报告会走进大学校园，在
郑州大学、河南农业大学、河南财经政
法大学、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等省
内高校巡回举行。感人肺腑的移民故
事、可歌可泣的移民精神，撞击着青年
学子的心灵……

闪着泪光的感动

“因为国家需要，我的外公何兆
圣，从23岁搬迁青海，30岁移民荆门，
到 75岁跨过黄河，他像一颗种子，落
到哪里就在哪里顽强生长。52年的
搬迁之路，外公从血气方刚到白发苍
苍，最终长眠在异乡！”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报告厅里，听
着何兆胜外孙女姚昆玉的讲述，青年
学子们忍不住落泪。

除了姚昆玉，移民安置指挥部干
部葛飞、公安干警刘玉、新闻记者赵
川、人民教师苗燕，报告团成员分别登
台，结合亲身经历和所见所感，用朴实
无华的语言、生动感人的故事和满腔
真挚的情感，再现了令人难忘的移民

大搬迁情景。
淅川县曲剧团表演的现代豫剧《丹

江夜雨》把报告会推向高潮。《丹江夜
雨》讲述的是淅川县丹江库区移民李奶
奶一家历经半个世纪的搬迁，在丈夫、
儿子因为移民相继去世的情况下，孙子
李丹江从留恋故土到支持搬迁的变化
过程，让青年学子们感到震撼。

润泽心灵的甘露

掌声，一次又一次响起；泪水，一次
又一次流下。每一场报告会，都是一次
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让大学师生深深
地领会了淅川移民精神的精髓。

“听了报告，让我对‘移民精神’有
了全新的深刻认识，移民干部和移民
群众作出的奉献和牺牲，让我受到了

灵魂洗礼，作为新一代青年学子，我们
应该以此为标杆，立德立行，砥砺前
行，为社会作出更大贡献。”郑州航空
工业管理学院学生王立伟说。

“我们每一位师生都应该记住渠
首淅川，记住南水北调移民精神，我们
将用‘移民精神’为青春导航，让奋斗
的青春为实现中国梦绽放光彩。”华北
水利水电大学学生工作处处长费昕
说，学校将在渠首建立综合实践基地，
服务淅川发展。

河南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褚金海
说，报告会为师生们真实再现了那场令
人难忘的移民大搬迁，感人至深，催人泪
下。河南农大将把“移民精神”作为推
进大志、大爱、大雅“三大教育”的生动教
材，在青年学子中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
量，进一步将立德树人推向深入。③4

与信仰对话 为青春导航
——淅川移民精神报告团获得高校师生“点赞”

三夏进行时三夏进行时

□王铮 张泽斌 摄影报道

6月11日，孟州市河阳街道后龙村的麦田里，
两台履带式收割机正在收割倒伏小麦。近日连续
的阴雨大风天气，给麦收作业带来影响，当地紧急
行动，联系跨区作业的“麦客”们携带便于在地块
湿、倒伏重的麦田里作业的履带式收割机投入到
三夏抢收中。⑨7

6月7日，宁陵县逻岗镇农民在国有林场天然防风固沙林林带放羊。当地
积极引导农民利用天然防风固沙林林带发展养羊及相关产业，带动群众走上
致富路。⑨7 吕忠箱 摄

上图“麦客”们正在收割倒伏小麦
右图 履带式收割机正在麦田里作业

本报讯（记者 王平 通讯员
李晚）记者 6月 9日从河南省传
染病医院获悉，日前由该院牵
头组建的河南省传染病医院医
疗联盟在郑州举行揭牌仪式。
该联盟的成立，标志着我省在
传染病防治体系建设、推进医
疗资源纵向整合、完善传染病
城乡医疗服务体系等方面有了
新的进展。

河南省传染病医院是我省
承担重大公共卫生社会职责的
一家医疗机构。此次牵头组建
的全省传染病医疗联盟，共有
50 余家联盟成员单位加入，未
来将在患者救治、应急管理、重
大疫情处置、快速精确诊断、医
务人员留观隔离和传染病防治
科技研发等方面持续加大工作
力度，有效整合联盟成员单位
的医疗和人才资源，探索合作
共赢、功能互补的传染病救治
模式。

同时，联盟成员单位将从实
际需求出发，尝试和探索有利
于促进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能
力提升、落实基层首诊、推动双
向转诊等措施和方法，进一步
提升全省传染病防治能力。

急性传染病防治仍然是影
响人民生命健康的重要因素之
一。省卫计委副主任黄玮表
示：“河南在传染病防治体系、
学科建设方面仍然不够健全，
诊疗水平有很大的地域差异。
该联盟的成立，将有助于集中
全省优质医疗资源，进一步促
进我省传染病防治工作。”③7

我省成立
传染病医疗联盟

制图/刘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