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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影报道

7月 10日，游客们来到林州市石板岩镇的太行大峡谷里避暑。今年，该镇的“苍溪花街”一
期工程完工，昔日乱石裸露的露水河上建起了7道石坝，形成了2.1平方公里的水面，使这里的生
态环境变得更加优美。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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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冠星）7 月 10
日，记者从省食药监局获悉，我省食
品药品投诉举报 12331热线经过全
面升级改造后，已正式启用全省统一
的12331信息系统暨话务中心，全省
12331 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电话由此
实现“全天候”接听。

据 悉 ，省 食 药 监 局 新 设 立 的
12331话务中心本月起正式投用，负
责统一接听全省12331电话，实现了
24小时不间断接听、全省统一受理
和分级转办食品药品投诉举报，并能
及时处置应急事件。

今年上半年，全省各级食品药品
投诉举报机构通过电话、网络、信件、
走访等渠道共接收投诉举报、咨询建
议信息 19355 件，比去年同期增长
87.68%。省食药监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12331投诉举报信息系统作为食
品药品监管的“预警雷达”和“大数据
中心”，将为群众饮食用药安全提供
更强有力的保障。下一步，省食药监
局还要强化举报奖励，鼓励群众举
报，对查证属实的举报案件，依据相
关规定及时发放举报奖金，让食品药
品安全社会共治氛围更浓厚。③5

随时受理食品药品投诉举报

我省12331热线全天候接听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7 月 10
日，记者从省国土资源厅获悉，经省
政府同意，该厅日前印发我省矿山
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十三五”规
划，划定矿山地质环境重点保护区
30个。

据悉，截至2015年年底，全省矿
山地质环境破坏和影响严重区面积
10255平方千米，主要分布于豫北、
豫南、豫西的山地丘陵区和豫东的煤
矿区。依据地质环境背景和矿山地
质环境问题类型、发育程度、危害程
度，结合矿业开发强度，规划划定了
19个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影响严重区
和9个影响较严重区。

规划划定矿山地质环境重点保
护区 30个，包括“三区两线”和其他
矿产资源禁采区。“三区两线”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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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还划定
矿山地质环境重点预防区 18个，主
要为矿产资源开发强度较大的地
区、生态环境脆弱区和地质灾害易
发区；划定了 20个矿山地质环境重
点治理区。

规划提出，要探索建立矿山地质
环境治理新机制，充分发挥财政资金
的引导带动作用，探索构建矿山地质
环境治理新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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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治理等有机结合起
来，加强政策与项目资金的整合与合
理利用，切实提高矿山地质环境保护
和治理成效。③5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省地震局7
月10日发布消息称，当日13时28分，
南阳市卧龙区（北纬 32.95 度，东经
112.41度）发生2.5级地震，震源深度6
公里。据南阳市地震局地震现场工作
队报告，卧龙区、镇平县震感明显，目前
群众情绪较为稳定，生产生活秩序正
常，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

地震发生后，省地震局立即启动
Ⅲ级地震应急响应。省地震局应急
指挥部第一时间通过应急指挥技术
系统与南阳市地震局互通互联，了解
地震现场工作开展情况。

据地震专家介绍，本次地震发生
在鄂豫陕地区的商县——丹凤断裂
和朱阳关——夏馆断裂附近，该地区
历史上有数次较典型的小震群活动，
以孤立型地震为主。

地震发生后，朋友圈内随即传播
出“河南台网预测：7月 10日傍晚19
时 45分，在河南南阳市辖区将发生
M4.8级地震”的信息。省地震局称，
河南省地震台网中心没有发布这样
的地震预测信息，希望大家不要相信
这类信息，更不要传播，保持正常的
生产和生活秩序。③6

□本报记者 李凤虎

因在驾驶中拨打或操作手机，南
阳市36名公交车司机被交警部门分别
处以200元罚款、记 2分的处罚，同时
集中脱岗学习7天。

开车打手机究竟有多危险？将会
受到怎样的处罚？7月 10日，记者就
此走访了交警部门。

开车打手机，车祸率增
加四五倍

在采访中，不少司机表示自己在
开车时打过电话、发过微信、自拍或
看过手机新闻。但有人认为，开车接
打电话、看微信等行为仅仅需要一两
秒，在市区车速又不快，不会导致严
重后果。

实际上，根据郑州市交警部门调
查统计，开车过程中使用手机，出现交
通事故率比正常开车要高出 4 至 5
倍。开车接电话、发短信、刷微信，大
脑的反应速度降低，刹车反应速度慢
19%，安全危害堪比酒后驾驶。

警方表示，开车打手机会分散注

意力，使人应变能力降低，加大事故风
险。开车打电话最主要的危险因素，
不是双手不能握方向盘，而是容易让
司机开车分心，进而影响驾驶时的反
应能力。车祸往往发生在一瞬间，据
调查显示，当车速达到每小时60公里
时，低头看手机 3 秒，相当于盲开 50

米，一旦遇紧急情况，至少需要20米的
刹车距离。同时，开车打手机也会影
响其他车辆的通行效率，加剧交通拥
堵。据测试，在非常拥堵的路段，打电
话的司机比正常行驶要多用 3%的时
间通过，在中等流量路段，打电话的司
机需要多花2%的时间。

路口探头可清晰抓拍

“以往，警方对开车打手机这类行
为的查处主要靠交警路面查处，现在
路口的高清探头可以直接抓拍，抓拍
的图片能够清晰显示车牌号和驾驶位
上司机的面部特征。”郑州市交警一大
队民警孟繁勇说，这有助于交警部门
对此类违法行为的调查取证和查处。

按照交通法规规定，对机动车驾
驶员行驶途中拨打或接听手持电话、
观看电视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警
方可对违法司机处以20元以上200元
以下罚款、驾驶证扣2分的处罚。

郑州市交警支队有关负责人表
示，目前，司机开车用蓝牙耳机或有线
耳机接打电话，还不在监控探头抓拍
范围内。虽然相关法律没有对开车发
短信、刷微信等行为作出更加细致的
规定，但按照交通法规规定，司机驾车
时有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行为，警方
也可以对其予以处罚。警方提醒，开
车发短信、刷微信等行为，和开车打电
话一样，存在交通安全隐患，请司机朋
友改变驾驶陋习，文明行车。②8

本报讯（记者 王平）记者7月10
日获悉，为进一步减少结核病危害，
加快推进健康中原建设，省政府办公
厅近日下发《河南省“十三五”结核病
防治规划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
施方案》）。《实施方案》明确，到2020
年，全省肺结核发病率下降到58/10万
以下，耐多药肺结核高危人群耐药筛
查率达95%以上，肺结核患者成功治
疗率达90%以上。

“十二五”期间，我省共发现并治
疗管理活动性肺结核患者32.6万例，
新涂阳患者治愈率达90%，如期实现
了国家规划目标。但同时，我省肺结
核报告发病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每
年新发结核病患者约6万例，为肺结
核疾病负担较重的省份。

由于结核杆菌主要通过空气传
播，因此，流动人口、学生等聚集性

强、社会活动频繁的群体易受病菌
传染。《实施方案》要求开展重点人
群主动筛查，其中要将结核病筛查
纳入学生、监管场所入监（所）人员
和流动人口等人群的健康体检项
目。

《实施方案》明确，县级定点医疗
机构负责对肺结核患者进行痰涂片
和痰培养检测，对病原学检查阳性肺
结核患者和耐多药肺结核高危人群
进行耐药筛查。

在结核病患者的医药费用报销
方面，《实施方案》提出，要将临床必
需、安全有效、价格合理、使用方便的
抗结核药品、结核病诊断检测技术等
按规定纳入基本医保支付范围，报销
类别应包含结核病治疗相关药品、检
查费等，提高报销比例（减少病人自
付比例）与限额。③5

我省出台“十三五”结核病防治规划暨实施方案

结核病筛查将纳入学生
和流动人口健康体检

我省划定30个
矿山地质环境重点保护区

南阳市发生2.5级地震

开车打手机 抓拍没商量

7月10日，少年在夏邑县陈冲跆拳道训练馆练习跆拳道。他们通过强健
体魄、磨炼意志，来度过自己的暑假生活。⑨6 苗育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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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慧

7月 10日，当回忆起前段时间卖
珍珠花的情形时，桐柏县朱庄镇粉坊
村村民江占华依然很激动：“刚烘干8
斤，就有开饭店的找上门来，50块钱一
斤全买走了，这才长一年，明年估计能
产500斤左右。”

2016年春，江占华在50多亩荒坡
上种了2万多棵珍珠花，如今，这里郁
郁葱葱，生机盎然。

这个项目是省林业厅驻粉坊村第一
书记鄢广运带来的。粉坊村位于深山区，
全村 1162人，2016年有贫困户 30户
127人，属于2017年年底整村脱贫村。

发展产业才是脱贫的长久之计。
2015年 8月驻村后，鄢广运就开始和
镇、村干部合计选择什么扶贫产业。
盖工厂，怕污染环境，搞养殖，市场风
险大，种果蔬，运输储存难，几经讨论，

大家把目光投向了种植珍珠花。
粉坊村位于桐柏县城以北，城南的

山上原本就有野生的珍珠花，当地人把
它当山野菜吃，有心人还挖下来繁育，
人工种植的珍珠花市场供不应求。

粉坊村荒山荒坡多，人均林地 17
亩，不愁种的地方。不过，珍珠花在这
里会否水土不服？鄢广运请来林业专
家化验土壤、研究气候、预估产量，得
出的结论是喜人的。

“珍珠花投入少，好栽易活，前两
年草锄好、肥施好，第三年能长到1米
多高，枝叶伸展，就不会长草了，管理
很方便。”鄢广运说。

珍珠花长到第三年就可以大规模
采摘，五年后到丰产期。江占华算了一
笔账，“每亩地栽300棵左右，三年后每
棵能产 3两干珍珠花，按现在的价格
卖，就是15元，就算10元的话，一年1
亩地也能落3000元，五年后到了丰产

期，产量能翻倍。干的、湿的都能卖。”
“这以后就是绿色银行啊！”朱庄

镇政府干部、粉坊村脱贫责任组组长
王守国说，“每年春天都能采摘，能持
续很多年，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
效益全有了。”

为了做大珍珠花特色产业，2015
年河南省林业技术推广站主动为粉坊
村安排推广项目资金 100万元、育苗
项目资金40万元，发动贫困户和非贫
困户一起种植。

鄢广运介绍，村里为贫困户和非
贫困户免费提供种苗，贫困户整理荒
山荒坡的费用，5亩以内不用出钱。

2016 年，全村 39 户种植珍珠花

320亩 12.5万株，今年又种了 410亩。
“计划明年珍珠花种植面积发展到
1000亩以上，达到全村人均1亩，长效
增收、稳定脱贫。”王守国介绍，粉坊村
先带头发展珍珠花，下一步镇里将根
据情况全面铺开。

此外，这里有种植香菇的传统，且
不愁销路。粉坊村为每个贫困户免费
发放价值3000元的菌种，鼓励他们自
种或以合作托管的方式种香菇。

在贫困户张玉红家，后山栽的
3000多棵珍珠花亭亭玉立，前院5000
多袋香菇9月底就能出菇。“一花一菇，
前景喜人，咋能不脱贫，咋能不致富！”
张玉红脸上笑开了花。③6

□本报记者 田宜龙

7 月 9 日，在孟津县送庄镇莫沟
村，莫新阁不顾酷热，一头扎进他在这
里设的养羊场里忙活起来。

今年32岁的莫新阁，因家庭贫困，
初中毕业就辍学当起了汽车修理工。
十几年的打拼，他从学徒到熟练工人
再到有了自己的修理厂，事业上小有
成就。

2010年前后，当地政府实施“回归
工程”，鼓励外出游子返乡创业。抱着

“为家乡干点事儿”的想法，莫新阁回
到老家，走上再创业的道路。

“一开始真是两眼一抹黑。”莫新
阁思来想去，觉得在农村创业，跟土地
打交道，无外乎种植、养殖，最后他选
择了养羊。

从一个汽车修理工，到完全陌生
的养羊行业，说着容易，做起来却很艰
难。他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考察，
足迹遍及北京、内蒙古、新疆等地，最
终决定引进澳大利亚种羊与当地的湖
羊杂交，培育新产品进行养殖。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培育的新品
种“澳湖一号”，因为肉质优良，抗病能
力更强，深受市场欢迎。而经过几年
的发展，莫新阁已将养羊场，打造成了

一家集种羊繁育、商品羊养殖、屠宰加
工、冷链物流配送、生物有机肥生产、
农产品种植、休闲农业观光体验、生鲜
连锁销售、电商平台配送、餐饮连锁销
售为一体的综合性农业企业，并带动
了当地农民在家门口就业。

今年3月，莫新阁受邀出席了在俄
罗斯举行的第四届“北极-对话区域”

国际北极论坛。借此机会，莫新阁瞄
准了“一带一路”建设机遇，目前他在
圣彼得堡建立温室养殖基地的项目洽
谈顺利，有望年内建成投产。

莫新阁说，当下公司正围绕脱贫
攻坚，与孟津、洛宁、伊川三地合作，计
划建设 5 个育种基地，可有效带动
4000余户贫困户实现脱贫目标。③4

“羊倌”莫新阁：返乡创业带富乡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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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下珍珠花 长出“绿色银行”

返乡下乡创业 助力脱贫攻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