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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红涛

“粪污得到处理，再也不用担心
被举报，以后可以安心搞养殖了。”1
月17日，济源的史战营对记者说。

史战营的安心，源于他的猪场配
套了粪污处理设施。2008年，史战营
在轵城镇丁斗村开始养猪，经过多年
打拼，发展成年存栏 5000头的规模
养猪场。但因环境污染问题，他的猪
场不断被举报，多次受到处罚。

2017年，我省将推进畜禽养殖废
弃物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列为重点民生
实事之一，规模养殖场配套粪便综合
处理设施，让史战营的猪场发展也迎
来了转折。“要想长期从事养殖业，必
须树立环保意识，处理好猪场粪便。”
济源市农牧局副局长高文红多次深入
猪场，给史战营摆事实讲道理，“污染
处理不好，法律不允许，群众不满意。”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史战营接受
了农牧局的建议。去年，在当地政府

支持下，史战营投资 500多万元，新
建1000立方米大型沼气池1座，沼液
储存池3500立方米，建设220立方米
田间沼液贮存池1个，铺设沼液输送
管道2600米。

有了粪污处理设施，猪场周边不
再臭气熏天。“利用粪便发酵而成的
沼气，可免费供应附近50多户村民。”
如今史战营再也不担心被举报了，与
周边群众关系也和谐了。他还与轵
城镇、坡头镇的农户签订 1200亩沼
渣沼液消纳协议。“施用沼渣沼液，每
年可少用化肥52吨，仅此一项节约种
地成本15.6万元。”他说。

作为2017年十件重点民生实事
之一，我省大力推进农村畜禽养殖废
弃物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全省13943
个规模养殖场配套了粪污处理设施，
配套率达到80.4%，超过预定65%的
目标任务，创建省级生态畜牧业示范
市5个、国家级畜牧业绿色发展示范
县10个。南阳牧原、雏鹰农牧、新蔡

未来、平顶山康龙等7家企业还被农
业部树为全国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示范基地。

其中，平顶山积极推进康龙公司
“千头线”的“百亩千头生态方”种养
结合模式，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所谓

“千头线”，就是以 100 亩农田为单
位，配套建设一条占地3亩、每批出栏
1000头猪的生产线，将粪便就地消纳
变成有机肥“反哺”农田。

变废为宝，污染减少，农业增效，群
众叫好。“100亩地单独种粮食，年产值
17万元左右。若是按‘千头线’模式生
产，同样100亩可实现产值400万元左
右。”康龙公司总经理张国民说。

“如果说禁养区关闭搬迁是作减
法，种养结合、循环利用则是作加法、
乘法。”省畜牧局畜牧处副处长常杰介
绍，我省依托畜牧业龙头企业，探索出

“就地消纳适时利用”“异地消纳综合
利用”“区域配套循环利用”等模式，将
畜禽粪污资源广泛运用到林果、茶叶、

蔬菜和大田作物中，为解决地力退化、
化肥污染等问题找到新途径。

目前，全省有机肥生产能力，由3
年前的不足200万吨提高到467万吨
（折合化肥生产能力约140万吨），年
均增长 30%以上。沼液还田管网铺
设长度，由3年前的不足10万米增加
到205万米，全省种养结合示范场总
数已超过1700个。

有专家说，畜禽粪便是放错地方
的资源。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既解决了粪便污染难题，又
促进了农业提质增效。

“循环发展、生态发展、绿色发
展是畜牧业发展方向。”省畜牧局局
长王承启表示，下一步将认真落实
党的十九大精神要求，不断提升畜
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大
力推进“农牧结合、以养定种、种养
平衡”发展模式，构建绿色发展新格
局，走出具有河南特色的畜牧业可
持续发展道路。②9

本报讯（记者 陈小平）一年一度
的春运即将拉开大幕，1月17日，记者
从团省委获悉，为更好地服务来往旅
客，自即日起，2018年河南春运“暖冬
行动”志愿者开始面向全省招募。

今年将招募铁路春运青年志愿
者 337 人，地铁春运青年志愿者 42
人。公路春运青年志愿者具体招募
数量由各地及公路运输行业系统决
定。

按计划，这些春运志愿者将于 2
月 1日正式上岗服务。他们将面向
春运旅客的普遍性需求和老幼病残
孕等重点旅客群体，依托火车站、机

场、道路客运站、港口码头、高速公路
服务区等场所，重点围绕引导咨询、
维护秩序、重点帮扶、便民利民、应急
救援等五个方面开展志愿服务。

团省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春
运志愿者，招募单位将提供一定的交
通及通讯补贴并提供人身意外伤害
保险，志愿者参加服务时间也将计入
志愿服务时数。活动结束后，我省还
将对优秀春运志愿者予以表彰。有
意者可关注河南青年志愿者官方微
信或手机下载安装“志愿汇”APP进
行报名。报名截止时间为1月 28日
18:00。③6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以前用
电要拿钱，现在有了光伏电站，不但
能免费用电，还能挣外快。”信阳光山
县十里镇姚寨村的支部书记张青告
诉记者，自从村里建起了光伏发电
站，一年能为村集体带来十几万元的
收入，为贫困户提供兜底保障。

1月 18 日，记者从 2018 年全省
能源工作会上获悉，去年全省投产的
光伏电站超过5000个，总规模92万
千瓦，惠及14万户贫困户，保障了农
民日常用电，也保卫了乡村的白云蓝
天。

去年全省的能源工作围绕着“绿

色”做文章，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保
持稳中有进、稳中向好提供了有力的
能源保障。据了解，全年关闭101处
煤矿、退出产能 2012万吨。全省煤
炭产量1.07亿吨，同比下降1.7%，煤
炭产业结构得到优化，骨干煤炭企业
全面扭亏为盈。为了推进清洁取暖
方案落实，全省新增供热能力 6000
万平方米，16个省辖市、4个直管县
市和其他28个县（市、区）实现集中供
暖，183个省级产业集聚区实现集中
供暖或清洁化改造。同时，全省完成
居民用户电代煤111万户、气代煤11
万户，完成年度任务的 122%。省发

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在落实清洁
能源取暖方面，我们超额完成了年度
任务。”

今年我省能源工作将围绕“低
碳”作部署。这一年，我省将持续推
进煤炭去产能，坚持进退并举，释放
优质产能180万吨/年，稳定省内煤炭
供应，全年煤炭产量稳定在 1.1亿吨
左右。优化煤电结构，全年淘汰落后
产能100万千瓦，完成规模980万瓦
煤电机组节能减排综合升级改造。
持续推进农村电网升级改造，解决供
电半径过长、供电不达标问题。“电压
不稳定，用电高峰期家中空调、暖气

不能用的问题将得到缓解，老百姓可
以用上稳稳的电压。”省能源规划建
设局相关负责人如是说。另外，加快
天然气管道建设，实现县城管道天然
气全覆盖，在有条件的市县出台地热
供暖的优惠政策，支持地热供暖纳入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在新建小区增加
地热供暖建设。

省能源规划建设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能源事业要发展，既要让百姓
享受冬日温暖，又要保卫蓝天。2018
年全省将围绕“低碳”做部署，着力加
强改善民生，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坚强有力的能源支持和保障。②8

2018年全省能源工作围绕“低碳”做文章

实现县城管道天然气全覆盖

我省破解养殖废弃物处理难题带来“双赢”

变废为宝 群众叫好

春运志愿者开始招募

本报讯(记者 陈辉)北京时间 1
月 17日晚上 9点起飞的东航上海—
洛杉矶MU577航班上，客舱广播传
达了与以往不一样的内容——这个
跨零点航班，进入凌晨后可以使用手
机。航班旅客可在飞行全程中使用
具有飞行模式的移动电话（智能手
机）和规定尺寸内的便携式电脑或平
板电脑、电子书等小型PED设备，但
需将电子设备设置为飞行模式。虽
然不能打电话，但旅客将可使用手机
上的娱乐内容。

根据民航总局关于机上便携式电
子设备（PED）使用的相关规定，自北
京时间1月18日零点开始，航空旅客
可以在飞机上使用手机。1月18日凌

晨，东航在空中飞行的181个跨零点
航班上的旅客共同见证了飞机手机通
信时代的来临。海航H7781海口—
北京航班上的78名乘客也通过空中
上网界面接入航空互联网。中国电信
作为东航和海航公司签约航空互联网
服务提供商，为此次“航空手机开放首
秀”提供了通信服务和全程保障。

记者从中国电信河南公司了解
到，中国电信在国内率先开展航空互
联网试验，从2014年开始与东航、南
航、厦航、海航和国航合作，在全球范
围内为中国航空公司航班提供航空
互联网服务，并为境外航空公司的多
架飞机提供了中国境内的通信落地
服务。③7

昨日起飞机上可使用手机

●● ●● ●●

1月 15日，潢川
县仁和镇连岗村景致
如画。该村是当地投
资 452 万元建设的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点，23 户 77 名贫困
群 众 日 前 喜 迁 新
居。这里出门就是水
泥路，卫生室就在家
门口，文化活动广场、
村级综合服务平台等
设施一应俱全。⑨3
蔡丽 刘力娜 摄

1月18日，孟州市槐树乡祝庄红薯产品合作社社员在晾晒粉条。该合作
社出产的粉条，采用传统工艺和纯红薯粉制作，无矾、纯天然无添加，年产量达
10万公斤，产品热销全国各地，深受消费者青睐。⑨3 赵春营 摄

喜迁新居
景致如画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1 月 18
日，记者从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获悉，
按照统一部署，全省各地交警部门将
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城市交通秩序集
中整治行动，严查影响城市道路通行
秩序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此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行人和
非机动车交通违法，严查非机动车闯
红灯、不按规定车道行驶、违法载人
载货、逆行、随意横穿道路，严查行人
不走人行横道、跨越道路隔离设施。

专项行动还将严查机动车不礼
让斑马线交通违法行为，主要是行经
人行横道未减速行驶的、遇行人正在
通过人行横道时未停车礼让的行
为。各地交警部门将对人行横道信
号灯和标志标线进行全面排查，重点

排查交通信号灯不符合标准、配时不
科学、智能化程度不高，交通标志标
线不规范、不完善、不配套等问题。

各地交警部门将对本地城市建
成区所有路内停车泊位开展一次全
面排查，对设置合理的路内停车位
予以保留，并对社会进行公示；对设
置不合理、挤占道路资源、影响道路
通行的路内停车泊位全部予以取
消，提高道路通行效率，减少道路交
通拥堵；对停车标牌、收费标准、收
费时段等进行规范完善。省公安厅
交警总队负责人表示，对排查发现、
群众举报的黑停车场，各地交警部
门将会同有关部门予以严厉打击，
并在集中整治行动结束后向社会曝
光。③7

我省开展城市交通秩序整治专项行动

严查不礼让斑马线和违法停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