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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植树好时节

□本报记者 陈慧

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生态
文明建设依然是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政府工作报告勾画的“天蓝、地绿、水
清”的美好画面令人向往。打造美丽
河南、建设宜居环境，花草树木必不可
少。不过，种啥树也很有讲究。

当前正是植树造林的黄金时节，
造生态林、栽景观树、种致富果，各地
群众怀着美好的愿望忙着挖坑栽
树。我省过渡性的气候特点、复杂多
样的地形地貌对树种的包容性很强，
但是有不少树木有自己的脾性，不能
强行“移民”。

“譬如都是松树，马尾松只长在
豫南，油松在豫北、豫西比较适宜。”

省林业调查规划院总工程师夏丰昌
说，气候、水土、地形等因素影响着树
种的分布。

我省北、西、南面分布着太行山、
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山地丘陵面
积占土地总面积的44.3%。山区造林
既要保持水土，又要能够成材，哪些
树种能够扮演双重角色？

夏丰昌说，刺槐、麻栎、栓皮栎、
火炬树、臭椿、楸树全省山区都能适
应。除了这些“好说话”的树种，豫
北、豫西山区可以选择苦楝、侧柏、油
松、水曲柳、元宝枫、榆树、黄连木
等。豫南可选择杉木、火炬松、湿地
松、马尾松、黄山松、枫杨、马褂木、乌
桕、柳杉、池杉等树种。

随着人们看花赏景的呼声越来越

高，在城市绿化、美丽乡村建设、廊道绿
化、景点、单位社区美化中，各地也致力
于通过各种树种搭配实现“四季常青、
季季有花”的景观效果，这少不了观花
树种、秋色叶树种、常绿树种“出马”。

据介绍，栾树、楸树、百日红、木
槿、碧桃、银杏、黄栌、山桃、山杏、红叶
李、榆叶梅等落叶树种都不“娇气”，在
全省成活率都很高，成为热门树种。

冬天，常绿树种在一众光秃秃的
落叶树中是当之无愧的“明星”，近年
来，城市绿化越来越重视它们的使用。

省林科院专家樊巍说，有一些南方
的常绿树种，像广玉兰、大叶女贞、红
果、冬青、中华石楠、红叶石楠等，经过
驯化在河南黄河以南地区已经扎下根
来，群众已经习以为常。在黄河两岸，

原产地在中国东南地区的枇杷，冬天仍
能开出一树繁花，引种比较成功。

夏丰昌提醒，比起泡桐、香椿、苦
楝、臭椿、白榆等河南的优良乡土树
种来说，一些常绿树种往往耐寒性较
差。“桂花、棕榈喜欢温暖环境，豫北
地区要慎重选择，管护成本高不说，
成活率也不能保证。”雪松、枇杷、白
皮松、石楠、大叶黄杨球、海桐球等在
河南各地久经考验，适应能力强，可
优先选择。另外，他建议驻马店、南
阳、信阳三地，在城市绿化中可以多
选择香樟、广玉兰这两种常绿树种。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
枳。只有因地制宜、适地适树，选择
合适的树种，才能扮靓家园，大家也
能闻香赏景。②9

选好树种 扮靓家园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刘春香）
3月12日，全省智慧旅游暨全国全域
旅游全息信息服务系统河南试点启动
工作座谈会在洛阳龙门石窟景区举
行。副省长何金平出席会议并讲话。

何金平在讲话中说，要坚持科
技创新驱动，大力推进智慧旅游。
通过发挥各方积极性，建立旅游全
行业信息共享，加强旅游信息资源
整合，完善旅游大数据建设，提高智
慧旅游服务及管理水平，开发智慧
旅游业态，完成旅游供需精准对接，
实现河南由旅游大省向旅游强省的

转变。
会议提出，2018年河南5A级景

区全部完成智能化改造，4A级景区
同步推进，全省旅游信息化系统提标
升级，2020年前实现全省智慧旅游
全域化。

当日，国家旅游局信息中心、省
旅游局与高德地图启动了全国全域
旅游全息信息服务系统及旅游扶贫
地图，该项目成为国内首个出行旅
游+精准扶贫的创新公益项目。目
前，旅游扶贫地图已覆盖了我省贫困
县的2032个景点。③7

□本报记者 周青莎

3月 9日早上 6点 15分，登封市
法院的执行干警们已整装待发。随
着该法院执行局负责人杨军一声令
下，警车载着干警们奔向执行现场。
当天，媒体代表受邀参加最高人民法
院和省高级人民法院共同组织的体
验采访活动，记者直击了法院执行工
作寻常又紧张的一天。

在告成镇格子沟村，被执行人张
某一家的困难情况让在场所有人心
情沉重。因交通事故他应赔偿申请
人21万余元，而他的哥哥患精神病，
父亲遭遇肇事逃逸瘫痪在床，母亲也
因病无劳动能力。申请人家庭也很
困难，急需资金。张某靠流动补胎的
微薄收入努力偿还，但远远不够。“这
起案件属于典型的执行不能，被执行
人态度积极但确实没有履行能力，建
议对该案启动司法救助。”到村里核
实情况后，执行干警当即向法院领导
汇报。

两个馒头、一包榨菜……上午 8
点，执行干警们就着寒意在马路边吃
起早餐。此时，干警常自然接到一个
被执行人的电话，希望履行判决义
务。常自然立刻通过微信发去登封市
人民法院执行交款二维码，几分钟后，
这笔执行款通过“一案一账户”执行案
款系统划拨到申请人的银行账号内。
一个执行案件就此了结。杨军说：“随
着信息化、智能化法院建设的加快，老
百姓‘只进一扇门、只跑一趟腿’正在
成为现实。”

上午9点左右，在查封了某国企

的机械设备后，执行干警对一起民间
借贷纠纷案的被执行人王某依法采
取强制措施。因多次拒不履行义务，
王某被司法拘留15天。

接着，记者随法院干警来到一
起强制腾房行动现场。由于该房屋
窗户出现异常，法院干警首先动用
无人机进行侦查。随后，在人大代
表、媒体记者、公证处工作人员和小
区物业人员的共同见证下，腾房顺
利完成。

“一组收队！”接近上午11点，记
者跟随的执行行动结束。网络司法
拍卖如何进行？财产查控怎么在网
上实现？带着这些疑问，记者又走进
登封市法院执行局一探究竟。

在执行局网拍室，干警正在处理
一部苹果手机的网拍手续。发布拍
卖公告、上传手机信息和照片、填写
评估价格……介绍了网络司法拍卖
的操作流程后，干警们又向记者演示
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总对总”查控系
统和执行联动工作机制的一键查控
系统。随着鼠标轻轻移动，银行、房
管等部门的查控迅速实现。

当天，登封市法院共执结案件6
起，案款27万元，强制腾房1套，查封
厂房设备价值60余万元，强制拘留4
人。

记者返程的路上，张某被执行一
案传来最新进展：登封市法院司法救
助委员会紧急召开会议，审核通过了
该案的司法救助申请，对申请人给予
5万元救助金。这起“执行不能”案件
取得突破，两个困难家庭终于可以稍
稍减轻点压力。③5

以科技创新推进智慧旅游

直击登封市法院执行现场

刚柔并济 智慧执行

（上接第一版）而是压在它身上的所有
重物。

“企业负担减轻了，利润自然上去
了。”河南能源化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马富国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改
革，就是拿掉压在国企身上的“稻草”。

河南能源是省属国企改革的“排
头兵”“大块头”，无论降成本、剥离企
业办社会职能，去杠杆、市场化债转
股，还是去产能、处置“僵尸企业”，各
项改革任务均占到全省的50%左右。

这是一场刀刃向内的改革，剜的
都是自己的肉。

2017年，河南能源面对矛盾多、任
务重、时间紧等不利因素，拿出壮士断
腕的决心，敢于动真碰硬，从供需两端
入手精准发力，明确任务书、时间表、
路线图和工具箱，打出了一套统筹联
动的“组合拳”，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下
实现了绝地奋起，各项改革取得重要
阶段性成果，圆满完成了省委、省政府
提出的年度目标任务。去产能、剥离
企业办社会职能等重点改革工作，更
是得到国务院国资委的肯定。

降成本——改革不能像自由市场
买卖商品一样，斤斤计较，挑肥拣瘦。

社会包袱重，河南能源先下决心
“瘦身”，涉及254个家属区51.9万户的
“三供一业”全部实现属地化管理，仅永
城市地方财政就承担了近两亿元。“没

有企业发展哪有地方发展呢？所以不
能分彼此。”永城市委书记李中华说。

管理层级多，河南能源再下决心
“健体”，144家法人单位领导干部勇摘
“官帽”服务大局，管理层级由六级压
减到四级，企业内部办事效率提升一
倍。

去杠杆——市场化债转股是企业
降杠杆增活力的有效举措。

2017年，煤炭市场价格呈现回暖
态势，河南能源紧抓政策和市场双重
机遇，以“股+债”方式投资偿还有息负
债，125亿元市场化债转股资金在全省
率先落地。“企业资质好、发展有潜力，
我们自愿来配对。”建设银行首席风
险官曾俭华说。截至目前，河南能源
市场化债转股签约总规模累计达475
亿元，如全部落地盘活，企业资产负债
率可降低7.5个百分点。

去产能、处置“僵尸企业”——
“僵尸企业”不退出，产能过剩矛盾就
不能根本化解，结构调整和转型发展
就难以实现。

2017 年，河南能源关闭 54 对矿
井、出清1002万吨产能，转岗1.3万多
名煤炭职工。“我们或鼓励自主创业，
或开展劳务输出，或举办月嫂培训，煤
炭职工新饭碗可以这样捧。”鹤煤公
司劳资部负责人崔得桥说。河南能源
算好债务、资产、人员、土地四本账，通

过市场化兼并重组和依法破产两条途
径妥善处置33家“僵尸企业”，超出年
度计划15家。

“河南能源的改革任务点多、面
广、线长、量大，他们甩掉身上的‘包
袱’，河南国有工业企业改革肩上的

‘包袱’就减轻了一半。”一位长期关注
河南国企改革的专家这样说。

提质增效：
不求规模大，但求精优高

世界 500 强企业的发展历程印
证，企业做大了不一定能做强，但企业
做强了一定会做大。

2018年，河南能源将以崭新的姿
态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
业。“崭新的姿态”，就是沿着“以煤为
基、能化并进、产融协同、蜕变转型”的
方向，摒弃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注重
更有质量的精优高发展。

河南能源第一大矿——永煤公司
城郊煤矿，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 24.6
亿元，利润 8.2 亿元，人均功效 1255
吨，领跑全省煤炭行业。这一系列闪
光的业绩，是在产量不是最多、煤价不
是最高，并且投入不减、装备升级，工
资不降、收入提升的背景下创造的。

精优高发展，城郊煤矿矿长何东
升的秘诀是：做好“减法”，“有中生新”

强存量。“一方面，推进老采区关闭进
程，生产采区关闭一半，形成集约化的
生产布局；一方面，依托先进技术装
备，积极实施‘大斜长、长走向’大储量
工作面设计，可采储量扩充一倍，提升
机械化的生产效率。2018年我们将继
续沿着这条行之有效的道路走下去。”

河南能源最先进的生产力——永
城园区，奏响“黑金”“绿金”变奏曲，跻
身全国煤化工园区第一方阵。

黑黢黢的煤炭进入气化炉后，经
过化学反应会合成气体，再变成液态
的甲醇，然后会延伸出二甲醚、醋酸、
乙二醇等产品，直至变成我们日常生
活中用的杯子、穿的衣服、抹的化妆
品、玩的手机。据测算，仅煤炭转化成
乙二醇一项，每吨市场价值就能提升
10倍。

精优高发展，永城园区党委书记、
董事长石自更的绝招是：做好“加法”，

“无中生有”扩增量。“新建20万吨乙二
醇装置明年投产后，将现有产能下的
每小时 5.6万标准立方米的富余合成
气‘吃光榨净’，实现收入、利润翻一
番。瞄准精优高这三个目标持续发
力，我们相信2018年企业形势会更加
向好。”

“哪里是阻碍企业发展的瓶颈和
桎梏，我们就向哪里开刀，就在哪里改
革。”职代会上，马富国颇有感触地说，

“没有改革，就没有河南能源的‘重
生’。2018年是河南国企改革攻坚的
决胜之年，河南能源必须打赢这场攻
坚战！”⑦1

3月 12日，遂
平县嵖岈山温泉小
镇红梅、白梅竞相
开放，缤纷了田园，
扮靓了乡村。图为
当地村民在红梅园
里打工。⑨6 本
报记者 王天定 摄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本报通讯员 郑伟伟

3月 11日早上7点30分，焦作市
追梦公益协会会长杨常珍带领20多
名志愿者出发了，目的地是武陟县大
虹桥乡南古村的南古滩。

8点10分，南古滩前，王小荣连忙
迎了上去，“你们能来真是太好了！”

杨常珍和王小荣相识于一个公
益论坛。杨常珍是河南省“三八红旗
手”，她创办的追梦公益协会以服务
农民工为主，在焦作小有名气。王小
荣是“大爱无疆·孝行天下”志愿服务
队队长，入选2017年 1月“中国好人
榜”，默默资助 100多名孤寡老人 20
多年。对公益事业的热爱让她俩一
见如故，结下了深厚情谊。

2000年，王小荣成立了“大爱无
疆·孝行天下”志愿服务队，无偿照顾
大虹桥乡东阳召、高东等村100多位
特困老人，爱心事业吸引了200多名
志愿者陆续加入。

“这么多老人需要帮助，能不能
建个养老院？”王小荣的想法与武陟
县的“众筹养老”不谋而合，得到了有
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截至目前，她已
经托管了3个养老院。

为使养老院能长期运转下去，王
小荣想到了“依地养老、依农养老”的

“造血”方式，2016年在大虹桥乡滩区
承包了300亩土地，种植石榴、花生、

丹参、小麦等经济作物和农作物，所
有收入都用于养老院。

前两天，杨常珍得知王小荣托管
的养老院的10万多株石榴树急需栽
种，就在自己的公益协会群里发布消
息。很快，20多名志愿者报名帮忙植
树，解了燃眉之急。

“除了石榴树，我还引进了其他高
端果树。要不了几年，你再过来看，这
一片都是采摘园了。”王小荣对杨常珍
说。“好啊，咱们要让慈善的造血功能
发挥得越来越强，帮助更多的人。”

春风中，石榴树轻轻摇曳，志愿
者们的欢声笑语随风飞扬……③5

“公益树”托起众筹养老梦

□本报记者 宋敏

截至 3月 12日，为期 40天的春
运圆满收官。记者了解到，今年春
运，我省铁路、民航均创出发送人员
数量新高，“高质量”成为交通发展关
键词，春运路正变得越来越通畅，人
们的旅途也变得越来越便捷。

从数据上看，今年春运，选择高
铁、飞机出行的乘客明显增加。其中，
郑州东站共计发送旅客269万人次，
同比增长24.5%；郑州机场旅客吞吐
量首次突破300万人次，接近330万
人次，同比增长超过20%。铁路整体
运力大幅提升，累计发送旅客1470.8
万人次，同比增长63.9万人。

另一方面，春运期间，我省共投
入公路客车 169.9万辆次，完成道路
运输客运量12444.8万人次，同比下
降 9.67%。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
6360多万辆次，同比增长20%。

新技术让春运出行更便捷、更高
效。乘火车可以“刷脸”进站，坐飞机
可以用手机空中上网，12306风险防
控 系 统 维 护 网 络 购 票“ 排 队 秩
序”……

在郑州东站，各进站口、售票厅以
及交通换乘厅都设置了“铁路旅客云
服务”自助查询设备，旅客通过远程视

频便可向客服人员进行问询。以往旅
客到服务台查询余票信息时，工作人
员只能指引旅客到就近的售票处问
询；如今，人工服务台也接入了查询终
端，可直接查询列车余票、地方交通、
检票口等具体信息实时告知旅客。

春运前夕，随着民航局《机上便
携式电子设备（PED）使用评估指南》
的正式发布，各航空公司纷纷宣布

“解禁”手机使用。目前，国内已有30
余家航空公司实现了“空中开机”，更
有多家航空公司开通机上 WiFi 服
务。为提高旅客托运行李出站的效
率，郑州机场在全国率先投用了手持
行李发放终端，缩短了旅客的等待时
间，还可统计每天的行李发放量、存
储发放记录等。

旅客赶飞机，最担心的是不能及
时换取登机牌。在郑州东站三楼候车
厅的自助值机系统上，旅客可以先行
办理登机牌、自主选座等手续，然后可
乘坐郑机城铁快速到达新郑机场。

春运期间，我省完成 18个省辖
市所有公交车辆的“一卡通”机具改
造，“轩辕通”卡联通城市数量位居全
国第一。外地返乡人员及游客手持

“轩辕通”卡，就可以在全省 18个省
辖市、全国200多个城市刷卡乘坐公
交车，省去了不少麻烦。②9

2018年春运圆满收官
旅途更顺畅 旅客更从容

河南能源 真改革才有新天地

3月10日，杞县五里河镇七里堂村农民正给大蒜喷施叶面肥。该县40多
万亩大蒜开始春管工作，田间到处是农民忙碌的身影。⑨6 刘银忠 李世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