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6亿元
中央和省级财政投入20.6亿元，在
我省实施了焦作、灵宝资源枯竭城
市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重点工程，推
进实施济源、永城矿山地质环境治
理示范工程等127个项目

7116公顷
在全省范围内完成治理面积7116公
顷，恢复耕地2552公顷、林地2817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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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18日，在孟津县会盟镇万亩
水稻高标准示范田里，当地农民正抢抓
农时种植水稻，田间处处呈现出一派繁
忙的生产景象。⑨7 黄政伟 摄

▼

6月 20日，光山县殷棚乡殷棚村
农民正在红薯地里除草、松土。麦收过
后，当地农民掀起夏季田管高潮，为丰
收奠定坚实基础。⑨7 谢万柏 摄

延津县对优质小麦专种、专收、专储、专用

强筋小麦销售强劲

本报讯（记者 郭戈 通讯员 叶
松）6月 20日，由兰考县政府、中国人
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共同举
办的“兰考普惠金融改革推进活动
周”在焦裕禄干部学院正式启动。

本次活动将通过学习、借鉴国内
外普惠金融的发展经验，倾听高端智
库以及知名专家学者的意见与建议，
推动兰考县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的
各项政策更好落地，各项举措扎实推
进，进一步提升试验区普惠金融改革
的示范力、影响力、带动力。

2016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兰
考县成为首个国家级普惠金融改革
试验区，力争通过 5年努力，建成全
国普惠金融改革先行区、创新示范
区、运行安全区。

“在国家大力发展普惠金融的战
略总布局下，作为县域这个中国经济
发展的最小单元，普惠金融更凸显了
其在解决农村金融供给‘最后一公
里’问题、在突破县域经济社会发展
瓶颈方面的关键作用。”开封市委常
委、兰考县委书记蔡松涛表示，兰考

作为一个典型代表，在普惠金融改革
上先行先试具有重大意义。

在当天上午举行的高级别专家闭
门咨询会上，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院
长贝多广、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
行行长徐诺金、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
金融司副司长徐晓波、DFI数字金融研
究院主席David Porteous等30余位
国内外知名专家，围绕试验区应如何
准确定位其自身愿景，如何规划和实
施并吸引更多市场参与者落地，如何
形成有效、可复制的普惠金融“兰考模
式”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当天下午，中
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中国人民银
行原副行长李东荣，中国人民银行研
究局副局长纪敏，世界银行集团国际
金融公司驻南亚数字金融团队首席运
营官Lowell Campbell等就普惠金
融的多个热点议题发表了主旨演讲。

据悉，本次活动周期间还将举办
“数字普惠金融论坛”，分享国内外普
惠金融发展经验，举办普惠金融专题
研修班，以及推进规划和筹建普惠金
融培训学院。③7

本报讯（记者 宋敏）6月 20日，
记者从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获悉，继 2017年 1月 1日，郑州市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
从每人每月138元上调至140元后，
从 7月 1日起，在每人每月 140元的
基础上将再增加 20元，调整到每人
每月160元，待遇水平居全省首位。

同时，郑州市此次还调整了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丧葬补助标准，对参加
该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参保人，参
保缴费满15年及以上且在享受待遇
期间死亡的，一次性支付丧葬补助费

在 原 来 1000 元 的 基 础 上 调 整 到
1200元；对未缴费或缴费不满15年
且在享受待遇期间死亡的，一次性支
付丧葬补助费500元。

此次调整，将是自 2008年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实施以来，郑州市
第八次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从最初
每人每月 38元逐步提高到 160 元。
目前郑州市有229.6万人参加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本次调整后受益参保人
达 65.13万，将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
的养老待遇水平和参保居民生活质
量。③6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6月20日，
记者从省畜牧局获悉，为加快我省肉
牛奶牛产业发展，《河南省推进优质草
畜产业发展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近日下发，提出以驻马店恒都、南
阳科尔沁、焦作伊赛等十大肉牛产业
集群和焦作蒙牛、济源伊利、郑州花花
牛等十大奶牛产业集群为依托，突出
重点项目建设，加快肉牛奶牛产业发
展，确保完成今年新增肉牛20万头、新
增生鲜乳20万吨（奶牛5万头）、饲料
作物种植面积达到200万亩的任务。

根据《方案》，我省将扩大粮改饲
试点范围，将试点县（市）由去年的8个
扩大到 30个以上，粮改饲种植面积
达 80万亩，带动全省粮改饲面积达
到 200万亩。启动省级肉牛基础母

牛扩群增量项目，继续在洛宁等 37
个县（市）重点发展存栏基础母牛10
头以上的养殖户 6000个以上，每头
新增犊牛补助标准500元，实现新增
犊牛 10万头。同时，示范带动存栏
基础母牛10头以下的养殖户新增犊
牛10万头，完成新增犊牛20万头目
标任务。重点支持卢氏、民权科尔沁
万头肉牛养殖场和正阳君乐宝万头
奶牛场、新蔡花花牛 5000头奶牛场
等重大项目建设。引导乳品加工企
业积极优化产品结构，开发奶酪、婴
幼儿配方奶粉等高附加值产品。

为推动《方案》落实，我省将开展
督查，把肉牛奶牛产业发展纳入各级
畜牧部门年度考核体系，建立目标责
任制。③6

本报讯（记者 王映 通讯员 张
晓静）记者6月 20日获悉，中国科协
近日评选出2017年度全国创新驱动
示范市（区）11个，濮阳成为我省唯一
入选的城市。

近年来，濮阳始终把创新摆在发
展全局的核心地位，努力形成促进创
新的体制机制，以创新驱动促赶超发
展。该市通过重点培育新能源、新材
料、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
兴产业，激发发展新动力；让城市“敞开
门”，帮农民“解开绳”，加快新型城镇化
步伐；农村土地经营权确权颁证、“两
权”抵押让“死资产”变成活资金，推动

农业、农村改革发展；组建我省首家市
级政府担保集团公司，设立中小微企
业助保贷业务政府风险补偿资金和过
桥资金，激发金融市场活力；在我省率
先成立由高新技术企业、高校、金融机
构等单位组成的众创空间联盟，加快
技术研发平台、科技成果转移平台、企
业孵化平台建设，营造创新创业氛围。

“此次获批全国创新驱动示范
市，是濮阳进一步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助力工程的重要机遇，有助于深化与
国内外知名科研院所、科研学会合
作，加快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濮阳市
科协有关负责人表示。③7

兰考普惠金融改革推进活动周启动

郑州再提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
由每人每月140元提高至160元

《河南省推进优质草畜产业发展工作方案》下发

发展优质草畜 加快“两牛”发展

濮阳入选全国“创新驱动示范市”

□本报记者 高长岭

今后，我省将有更多的露天矿山
要变身各类公园了。

6月 19日，全省推进“三区两线”
范围内露天矿山开发及生态环境综合
整治工作现场会在焦作召开。“三区两
线”指的是什么？此项工作推进得如
何？又存在哪些困难和挑战？当天的
会议给出了答案。

“三区两线”生态整治建台账

改革开放以来，我省矿业经济迅
猛推进，甚至在一些地方曾经占据工
业经济的半壁江山。但由于管理粗
放、技术落后等原因，矿业开采也给生
态环境带来了较大损害，部分矿区内
山体破损，岩石裸露，尾矿堆积，堵塞
河道，占压农田，污染水源，给周边安
全和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威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推
进我省生态文明和“美丽河南”建设，
去年11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意见，决
定对全省重要自然保护区、景观区、居
民集中生活区的周边和重要交通干
线、河流湖泊直观可视范围（简称“三
区两线”）及特定生态保护区范围内的
露天矿山开发和生态环境开展综合整
治。

意见要求，各地要明确综合整治
的具体范围边界,并对整治范围内的
露天矿山数量、矿山生态环境和矿山

安全状况等基本情况进行认真核查摸
底,确定取缔关闭、停产整治、升级改
造和修复治理的具体目标。

“整治‘三区两线’矿山生态环境，
要摸清底数，建立台账，创新机制，精
准施策，让矿山重新披上绿装。”省国
土资源厅厅长朱长青说。

矿山复绿各显神通

在实践中，近年来我省矿山地质
环境恢复治理，通过建立制度取得了
不错的成效。

我省推行了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
理保证金制度，大多数矿山企业制订矿
山地质环境与恢复治理方案，开展了“三
区两线”矿山地质环境遥感动态监测，查
明了矿山地质环境现状。中央和省级财
政投入20.6亿元，在我省实施了焦作、
灵宝资源枯竭城市矿山地质环境治理
重点工程，推进实施济源、永城矿山地质
环境治理示范工程等127个项目，在全
省范围内完成治理面积7116公顷，恢复
耕地2552公顷、林地2817公顷。

“焦作市近年多方筹措资金，投入
5.88亿元，建成了缝山针矿山公园、龙
翔矿山公园、黎明脚步公园、白鹭湿地
公园等一批矿山公园。”焦作市国土资
源局局长钟会学说。

济源市因煤炭开采形成塌陷区，
造成部分农田常年干旱或季节性缺
水。克井煤矿塌陷区通过治理，恢复
耕地 2770 亩，地裂缝回填治理 3300

亩，沼泽地、臭水沟变成了人工湖，低
产田变成了稳产田。

辉县市引进社会资金3亿元，把五
龙山废弃矿区建设成了户外主题乐
园，旅游综合收入 3.5亿元，带动千余
名村民就业，把“绿水青山”真正变为
了“金山银山”。

恢复治理呼唤创新

“虽然前期工作中的成绩要肯定，
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工作中还存在许
多不容忽视的问题。”朱长青说，目前
在全省“三区两线”范围内还分布有
100多个矿业权，涉及从业人员数万
人，矿山关闭退出与矿山地质环境恢
复治理任务十分艰巨。

我省2012年颁布实施《河南省地
质环境保护条例》，对矿山地质环境恢
复治理，确立了“谁开发、谁保护；谁破
坏、谁治理；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
历史遗留的、治理责任人缺失的矿山，
其地质环境恢复治理问题由政府负责
解决。

尽管中央和省财政投入大量资金
进行恢复治理，但全省仍有历史遗留
及无责任人矿山地质环境问题面积两
万多公顷。另外，我省各类保护区内
尚有采矿权百余个，也需要积极妥善
处置。

“要创新工作机制，充分发挥财政
资金的引导带动作用，建立 PPP项目
库，吸引社会资金开展治理，将矿山地
质环境治理与新农村建设、生态移民
搬迁、地质灾害治理等工作有机结合
起来，加强政策与项目资金的整合利
用，探索建立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
新机制，‘三区两线’历史遗留矿山地
质环境治理恢复率要超过 70%。”朱
长青说。②9

我省加快推进“三区两线”矿区治理恢复

让更多露天矿山变身各类公园

□本报记者 赵同增
本报通讯员 李建彬

6月 19日，记者在位于延津县产
业集聚区的豫粮集团延津小麦产业
有限公司看到，前来送粮的车辆络绎
不绝，4万吨标准化粮仓被分成若干
个区域，每个区域的小麦都标着品
种、等级，被收储得井井有条。

“专种、专收、专储、专用，对优质
小麦，每个环节都不能掉以轻心。”延
津县委书记祁文化说，今年全县50万
亩优质强筋小麦喜获丰收，农民增收
在亿元左右。

“四专”如何助农增收？实际情
况如何？记者进行了采访调查。

为优质小麦上“户口”

在粮食过磅前，前来售粮的小潭
乡新丰堤村农民袁和昌，先向验收员
提供了一份“田间验收合格证”和一
张带有二维码的小卡片。打开手机
在二维码上轻轻一扫，售粮户主姓
名、种植面积、品种名称、地块位置、
技术指导负责人、隶属合作社、收购
单位等一系列信息，就一目了然地出
现在屏幕上。

“这是俺家小麦的‘身份证’，有
了它真方便！”袁和昌说，只要复核复
检一下就可以称重计价了。

延津县农林局种子管理站站长
李生堂对记者说，该县在去年年底就
制订了优质小麦专种规划方案，确保
一村一品规模化集中连片种植，统一
供种、统一播种后，由农林部门和粮
食部门会同统一供种企业“三方会
审”，对地块、农户、面积进行统一造
册，并设置基地标识牌，标明基地名
称、范围、品种等。

而在麦收前，“三方会审”再次启
动，用半个月时间对全部优质强筋小
麦进行严格的鉴定、认证、验收，合格
的发放“合格证”，每亩优质强筋小麦
都有了“户口”。

未收先售有“外援”

在以往，延津县的粮食收储龙头
企业河南金粒麦业有限公司都会为
收购资金犯愁。

公司董事长周新福透露，今年该
企业已收购优质小麦3万吨，向农民
支付资金近8000万元，“目前资金充
裕，对25万亩订单小麦敞开收购”。

“今年资金充裕,是因为‘金粒小

麦’品牌过硬，实现了未收先售。”周
新福说，4个多月前，克明面业就提前
订购了 2.5万吨“金粒小麦”；五德利
面粉同样提前订购了 1 万吨小麦，
2500万元货款根据收购进度和企业
需求分批次支付。

“此外，我们还找到了强有力的
‘外援’，中原粮食集团成了金粒麦业
的合作伙伴。”周新福说，双方合作组
建公司，共同创新产销合作方式。

延津县县长李维山介绍，该县利
用中国优质小麦产学研技术创新联
盟平台优势，“市场引导、政府推动、
农企联手、企业运作”，强化与中原粮
食集团、益海嘉里等企业的合作对
接，打破了专储专用的资金瓶颈。

每公斤多挣五毛钱

袁和昌卖完小麦，数钱时高兴得
合不拢嘴：“俺家种的是‘郑麦366’，
产量和普通小麦差不多，但每公斤价
格高出 0.3元，8亩地能多挣 1000多
元！”

“按照省里出台的‘四专’政策，
每公斤优质强筋小麦还可以得到0.2
元的补贴款，袁和昌还能再多挣1000
元。”延津县粮管中心主任朱彬说，经
过粮食、农林、财政、审计等部门的共
同审核，这项补贴款将于10月份发到
农民手中。

朱彬介绍，延津县还安排600万

元小麦经济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对统
一供种、订单种植和建设示范农场等
给予重点扶持，农民种植优质强筋小
麦积极性空前提高。

来自内乡的彭良成，在延津组建
了联丰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把农民
联合起来搞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
种植，改变了一家一户分散经营、小
麦品质不一的状况。

运行3年时间，联丰农业合作社
发展社员500多户，今年社员每亩地
管理成本降低 30~50 元，增收 50公
斤,彭良成骄傲地说：“未来 3到 5年
内，合作社将形成5万至10万亩的优
质强筋小麦生产基地，辐射带动20万
亩。”②9

三夏进行时三夏进行时

本报讯（记者 谭勇）记者6月19
日获悉，为进一步推动石油化工企业
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升安全管
理水平，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决定
对33家重点石油化工企业安全生产
开展专项互查。

我省是石化大省，油气输送管道
达7700公里，33家重点石化企业主要
分布在洛阳、濮阳、南阳、新乡等市。据
了解，全省成立5个互查组，分别由中
石化洛阳分公司、中石化中原石油化
工有限责任公司、中石化中原油田分
公司石油化工总厂、中石化中原油田
分公司天然气处理厂和中石化南阳能

源化工有限公司带队开展互查。互査
内容包括安全生产责任体系“五落实
五到位”落实情况，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制定和落实情况；是否存在违法建设
和经营、未批先建、批小建大、无证经营
等违法行为以及安全设施的完好与运
行，重大危险源定期辨识、评估及备案，
事故应急预案制定和演练等情况。

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对互查中发现的问题和隐
患，能立即整改的要责令立即整改，
不能立即整改的，省辖市安全生产监
管局要下达相关执法文书，督促企业
按照“五落实”要求进行整改。③4

全省33家重点石化企业安全互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