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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4 月 11
日，洛阳市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
议，传达学习省委书记王国生在洛
阳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
实意见。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
李亚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王国生在洛调研期
间，向干部群众传播党的声音、传递
党的关怀、宣传党的功绩，激发干部
群众对习近平总书记、对党中央的
深厚感情，在党心民心交融中引导干
部群众坚定不移跟党走、跟总书记
走，为全市广大党员干部作出了示
范。

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
学习贯彻王国生在洛阳调研时的
讲话精神，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的嘱托，切实做好创新大文章，着
力打好洛阳“四张牌”，在加快建设
副中心、打造全省增长极上下更大
功夫，在中原更加出彩中“画”上浓
重的一笔，谱写新时代洛阳发展的
精彩篇章。

会议要求，要坚持正确思路，把
推进“9+2”工作布局作为贯彻新发
展理念、打好“四张牌”、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主抓手，一抓到底、久久为
功、实干实效。要坚持以创新为引
领，不断推动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
着力做强实体经济。要把脱贫攻坚
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
程，紧盯目标任务，突出问题导向，
坚持精准施策，确保如期完成脱贫
任务，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③4

本报讯（记者 王平）“从最初的
一亩苗到今天的万丛林，被称为河
南‘塞罕坝’的申甘林带，为豫东平
原构筑了一道美丽的绿色屏障。”

“正是有了民权林场三代建设者68
年如一日建造的这道绿色长城，才
有了今天豫东地区经济发展与生
态建设齐头并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美丽画卷。”“现在的民权太漂
亮了，碧绿的麦田和金黄的油菜花
相映，天蓝、水清、树绿，真像一个
大花园。”

4月11日，来自人民日报、新华
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光明日报、
经济日报、中国日报等中央媒体的
记者，齐聚民权县，聚焦被称为河南

“塞罕坝”的申甘林带，聚焦民权县
生态环境建设。民权县良好的生态
环境，让中央媒体的记者连连点赞，
他们表示，将把民权县生态文明建
设的经验和成就，展示给全国的读

者和观众。
1 月 9 日，本报推出长篇通讯

《河南有个“塞罕坝”》，深入报道了
在距离内蒙古与河北交界处的塞罕
坝林场近 1000公里的黄河故道上
游，三代民权林场人牢记“绿化祖国”
使命，在茫无边际的沙荒上，68年间
培育了6.9万亩的平原林海，筑起了
一段名列亚洲十大平原人工防护林
的“绿色长城”，引发社会各界强烈关
注，也引起了中央媒体的重视。

近年来，民权县牢记“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着
力构建大生态格局，建设“黄河故
道生态走廊”，以申甘林带为核心，
以鲲鹏湖、秋水湖、龙泽湖组成的
国家湿地公园为重点，打造连接湿
地公园和生态公园的绿色廊道，沿
黄河故道两侧再造面积约 3.6万亩
的生态林带，走出了一条绿色生态
的发展之路。③3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4 月 9
日，全省公安机关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专题培训班在河南警
察学院开班。副省长、省公安厅厅
长舒庆出席开班仪式并作辅导报
告。

舒庆指出，全省公安机关要把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第
一堂党课、第一堂政治必修课，努
力提高政治素养和思想理论水
平。要牢牢把握党对公安工作绝
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始终坚持把维
护以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为核心的
国家政治安全置于首位，不断加强

和创新社会治理，着力维护社会和
谐稳定。

舒庆要求，今年要实现雷霆行
动、基层基础建设攻坚战、纪律作
风建设年三项全局性工作的重点
突破，着力打造忠诚公安、法治公
安、智慧公安、精准公安、活力公
安。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打击
涉枪涉爆犯罪、盗抢骗和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为重点，统筹推进打击刑
事犯罪工作。以组织开展全省公
安机关纪律作风建设年为契机，加
强队伍管理，努力实现纪律作风大
转变。③7

本报讯（记者 王绿扬）4 月 11
日，受省长陈润儿委托，副省长何金
平在郑州会见了由会长河野洋平率
领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第 44
届访华代表团一行。

何金平对代表团的到来表示欢
迎。他说，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缔结40周年，又恰逢中国改革开放
40周年，河野洋平会长此时率团莅
临河南访问，意义深远，影响重大。

何金平说，河南和日本的贸易
交往由来已久，双方一直保持良好

的合作关系。2017 年我省对日本
进 出 口 额 达 70.4 亿 美 元 ，增 长
12.7%。河南欢迎来自日本的企业
和投资，希望与日本在机械、电子、
汽车零部件、现代物流、旅游等领域
加强合作。

河野洋平说，河南近年来取得
了惊人成就，双方合作空间巨大。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希望能与河
南加强现代物流领域合作，同时促
进更多日本游客到河南旅游，共同
把日中友好推向深入。③7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4月 10
日，副省长霍金花到郑州大学调研

“双一流”建设工作，考察了“资源
材料”“绿色催化”“肿瘤防治与转
化医学”3个一流学科的建设情况，
还考察了郑州大学大科学中心。
省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
郑州大学校长刘炯天介绍了相关
情况。

刘炯天说，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是郑州大学新的发展机遇。学校制
定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即到2020

年努力建成国家一流大学；到2035
年，努力建成国际知名的综合性大
学，争取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到
本世纪中叶，努力建成世界一流大
学。学校将通过一流学科建设带动
整体发展。

加快“双一流”建设是引领高等
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霍金花强
调，“双一流”建设是全省教育发展
的重点工作，要以“双一流”建设的
加快推进，引领带动全省高等教育
全面发展。③4

李亚在洛阳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要求

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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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媒体聚焦河南“塞罕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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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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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双一流”建设
带动高等教育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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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辉

今年前两个月，我国新能源汽车
产量同比增长1.8倍，河南新能源汽车
产量同比增长4.9倍。新能源汽车，在
政策的驱动下迎来了又一个爆发期。

4月 10日，记者来到位于中牟县
的海马汽车工厂。在生产车间的总装
线上，工人正在有条不紊地组装新款
纯电动乘用车海马E3，这款新车即将
走向市场。

海马E3是海马汽车在新能源领
域的最新产品，和以前的产品相比，续
航里程大幅度提升到 315千米，续航
能力达到国内纯电动车的主流水准。

在电动汽车实验室，三电开发部
部长姬园正带领伙伴们检测整车控制
器（VCU）。姬园说：“VCU好比电动
汽车的大脑，负责驾驶意图识别、工作
模式、安全管理、能量管理、网络管理、
故障诊断以及车辆状态的监控，一点
都不容有失。”

令姬园自豪的是，海马新能源车
的VCU已经研发到4.0阶段了，这是
完全的自主研发技术，也是海马新能

源汽车的立身之本。早在2006年，海
马汽车就承担国家 863计划课题“纯
电动汽车制造关键技术研究及整车开
发”项目，2016年推出了河南新能源
汽车“第一轿”@3。

新能源汽车的风口，海马不想再
错过。海马新能源汽车总经理覃铭
说，今年海马新能源将聚焦“高能效、
长续航”，争分夺秒快速迭代产品。今
年 6月，推出续航为 315千米的 A级

纯电动轿车海马 E3 及 E3 的运营版
M3 EV；年底推出续航达300千米的
A00级纯电汽车海马E1、续航达450
千米的纯电动SUV海马E5以及续航
为 300千米的纯电动 MPV海马 E7，
实现“E”系列产品覆盖轿车、MPV、
SUV及小型经济出行车市场。此外，
海马新能源还在打造一个“秘密武
器”——可变轻量化专用电动平台，并
于 2019年前后陆续推出基于全新电
动平台的全系列产品。

“E1、E3、E5都在郑州基地生产，是
地地道道的河南造。这个月底，我们将
在北京车展上推出新产品，代表河南在
新能源乘用车上的研发实力。”覃铭说。

在研发新品的同时，海马还在积
极布局出行市场，除了运营“分秒出
行”这一平台，也在和一步用车等出行
平台开展合作。此外，通过与小鹏汽
车、科力远等公司的战略合作，海马新
能源在智能网联等方面的竞争能力正
在快速提升。在产业链布局方面，他
们正在和第三方合作，今年计划在郑
州铺设充电桩5000余个，解决车辆用
户的充电难题。③7

海马新能源汽车的加速度

郑州海马汽车生产车间，工人正组装新能源汽车。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本报记者 陈慧

人间四月芳菲盛，中原大地绿意浓。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纳

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绿色发展被摆
在突出位置。我省秉承“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林业生态建设成
效显著，荒山披锦绣，国土绘丹青，绿色
成为中原大地最动人的底色。

年均新造林320万亩

4月11日，紧邻淅川县丹江口库区
的马蹬镇卧牛山上，漫山新绿初绽，去冬
栽植的大叶女贞已戴上绿“帽子”，香樟、
楸树、火炬松等小树苗在微风中舒展身
子，争相发枝散叶。

去年 9 月，这里还是一片荒山乱
石。淅川县林业局营造林科工作人员程
红芬清晰地记得，她们一行三人来实地
调查时，山上还没有路，蹚着荆棘、鲜花
刺测量，虽然小心翼翼，到头来还是用了
20多张创可贴。

如今，这里山青水碧，形状各异的石
头依然夺人眼球，石头缝里扎根的小树
苗让大山充满生气。

近年来，仅淅川一个县，每年就新造
林10万亩以上。放眼全省，年均320万
亩的新造林在为中原大地不断添绿增色。

2013 年以来，全省共完成造林
1600万亩，森林抚育改造 1770万亩。
全省森林面积由2012年的5756万亩增
加到2017年的6144万亩，森林蓄积量
由1.42亿立方米增加到1.79亿立方米，
森林覆盖率由22.98%提高到24.53%。
并且，我省已有11个省辖市荣膺国家森
林城市。

一方面抓增量，一方面防减量。
2016年开始，全省范围内全面停止天
然林商业性采伐，2269万亩国家级和
省级公益林纳入补偿范围，资源保护力
度空前。

经过多年大规模国土绿化和森林保
育，中原大地逐渐绿起来美起来。“容易
造林的地方也越来越少，全省剩余约
900万亩宜林地，多属于山区困难地。”省
林业厅造林处负责人说。

与此同时，全省各地小树多大树少，
纯林多混交林少，落叶树多常绿树少，亟
待提高森林质量和生态服务功能。2015
年我省森林抚育和改造建设任务首次超
过新造林面积。

去冬今春以来，记者在全省多处走
访发现，各地在城市绿化、通道绿化、美
丽乡村建设中更倾向于选择观花及彩叶
树种、常绿树种。其中，规格大、造型好、
品种稀缺的精品苗木更受欢迎。专家表

示，增量提质正成为我省林业建设的主
旋律。

经济、生态、社会综合效益迸发

森林是陆地上最大的“储碳库”、最
经济的“吸碳器”，也是天然的空气“净化
器”。

据科学家研究，一棵50年生的树，
市场木材价值大约2000元，而它产生的
固碳释氧、涵养水源、吸收有害气体、减
轻大气污染等生态价值总计约 120万
元。统计数据表明，我省2017年森林生
态服务功能价值约2400亿元。

走进森林，人们会感觉清新舒服、心
旷神怡，是绝佳的养眼、养心、养生所
在。“回归森林”、畅享绿色成为温饱之后
百姓越来越迫切的渴望。我省森林旅
游、森林康养等产业刚刚起步，潜力初现
端倪。全省已有118个省级以上森林公
园，年林业旅游休闲康养人数1.2亿人
次，森林旅游年产值达到165.9亿元。

森林、湿地也是珍稀野生动物天然
的庇护所。近年来，人们惊喜地发现，白
天鹅在我省多地留下倩影，金钱豹、中华
秋沙鸭、青头潜鸭等重点野生动物频频
现身，不少过冬候鸟从“过客”变成了“住
客”。

生态兴则产业强，兴林而富民，生态
与经济双赢局面在我省已不鲜见。

树莓之乡封丘县种植树莓达 5万
亩，亩均效益8000多元，长达4个月的
采摘期为留守妇女和老

人带来家门口就业的机会；
林州市化劣势为优势，270多万亩

的山地丘陵逐渐从乱石坡变成花果山，
经济林面积达30万亩，坡地经济富了乡
村，绿了荒山，催生了生态游；

西峡县“果、菌、药”三大特色产业对
全县农业总产值和农民收入的贡献分别
达到64%、65%，全县林业产值突破百亿
元，财政收入的40%、农民人均收入的
68%直接或间接来自林业……

据统计，全省林业年产值由2012年
的1088.7亿元增至2017年的1966.3亿
元，平均增速在10%以上，真正实现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体制机制革新破解发展瓶颈

2012年前，我省基本完成以确权发
证为主要任务的集体林权制度基础改
革，6788万亩集体林地分配到4255.6万
名林农手中，林农获得林地经营自主权，
种上了“摇钱树”。

在巩固改革成果的基础上，我省不
断深化改革，林权流转合同标准文本使
用率大幅提高，全省集体林地家庭承包
率由68%提高到75.4%。

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截至
2017年年底，全省林业企业、合作社、大
户等经营林地面积达806.6万亩，推动林
业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品牌
化发展。

三门峡市陕州区二仙坡果业流转
山场从500亩扩大到3万多亩，当地苹果
从一斤仅卖0.2元，到如今生态苹果按个
卖，还获得出口欧洲的通行证。该公司
累计带动三门峡市2万余户果农提高管
理水平，受益面积达10万多亩。

2017年，省政府印发《河南省完善
集体林权制度实施意见》，要求探索集体
林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运
行机制，进一步为林业增添动力、释放活
力。目前，全省林业专业合作社建设、林
权流转等改革正在不断推进。

期待已久的国有林场改革这两年取
得实质性进展。国有林场面积虽然仅有
688万亩，却扼守着黄、淮周边以及主要
水库周围、风沙前线等重点生态区域，森
林蓄积量约占全省七分之一，是我省维
护生态安全的主战场。而今，我省93个
国有林场迎来新生，经费实行财政全供，
从伐树求温饱向全身心保生态转变。

为期五年的河南省林业生态省建设
提升工程规划去年圆满收官。据悉，森
林河南生态建设规划即将出炉，今后十
年，我省将加快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把
调整树种林种结构、提升森林质量作为
突破口，大力营造混交林，力求达到四季
常青、季季花香、三季有果、绿美交融的
效果，实现山区森林化、平原林网化、城
市园林化、乡村林果化、廊道林阴化、庭
院花园化。

十年后，我们与天蓝地绿水净、宜居
宜业宜游的美丽河南相约！③7

五年来河南林业生态建设成效显著

绿满中原绿满中原景如画景如画

春风和煦，梨花怒放，泌阳县十里铺村一位老人在草地放羊。⑨3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

信阳市南湾湖景区信阳市南湾湖景区，，山林山林在云雾中若隐若现在云雾中若隐若现，，恍如仙境恍如仙境。。⑨⑨33 吕超峰吕超峰 吕科吕科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