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赵力文

5月 22日，是第25个国际生物
多样性日。省环保厅与省生态文明
建设促进会在郑州联合举办主题宣
传活动，来自全省环保部门及自然
保护区负责人、环保志愿者等社会
各界人士齐聚一堂，热议生物多样
性保护。

我省生物多样性较为丰富
“生物多样性不仅仅是物种多

样性。”著名鸟类科学家、河南省生
物多样性研究所所长路纪琪说，“还
应包括遗传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
性、景观多样性。”

“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是维持
和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提高资源
环境承载能力、实现永续发展的有力
保障。”省环保厅副厅长王朝军认为。

河南地处我国中东部，属于生
物多样性较为丰富地区。

据初步调查，在物种多样性方
面，我省已知高等植物有 4000 余
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67
种；动物有1万余种，其中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 94种。在生态系统
多样性方面，我省具有森林、湿地、
农业等多种生态系统。在遗传多样
性方面，我省共有种植作物品种120
多个，地方性特有的家畜家禽品种
30余个。

自然保护区是生物多样性的核
心区域，目前，我省共有不同级别、不
同类型的自然保护区30处，其中，国
家级13处，省级17处，总面积760592
公顷，约占全省国土面积4.6%。

保护工作迈开实质性步伐
近年来，我省生物多样性保护

已迈开实质性步伐。
我省太行山、秦岭、大别山被列

入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我省正推动伏牛山国家公园建
设。”省林业生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主任樊巍透露，初步打算以宝天曼、
伏牛山、南阳恐龙蛋化石群等3个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为基础，结合丹江
湿地国家自然保护区、南水北调工
程、三大流域支流水源地来建设。
我省还将建设黄河中央湿地公园和
中华生物园。

此外，近年来我省还先后开展
生态环境变化调查与评估，加强生
物多样性基础研究，实施淮河源生
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项目，
加强自然保护区监督管理等。全省
各地也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的宣传活动，有更多公众参与到自
然资源保护工作中来。③4

关注三夏

本报讯（记者 李宗宽 田宜龙）
为促进沿黄丘陵地区旱地冬小麦产
业发展，加强种业资源信息交流共享
和推进行业自律，5月21日，记者获
悉，来自我省郑州市、洛阳市、三门峡
市、济源市、平顶山市，陕西省渭南
市、宝鸡市、咸阳市，山西省运城市、
晋城市、临汾市，甘肃省平凉市、庆阳
市、定西市等沿黄河丘陵地区14家
种子管理部门日前在洛阳市签订了
沿黄旱地冬小麦产业发展合作约定。

作为沿黄丘陵地区冬小麦产业
发展合作发起单位，洛阳市种子管

理站站长金松灿介绍说，“此次沿黄
14市签订旱地冬小麦的合作约定，
以旱地冬小麦合作为基础，加强包
括高粱、谷子、红薯、花生等多种作
物的品种合作，建立种业信息互通
机制，调整旱区种植业结构，增加农
民收入。”

中国农科院研究员何中虎认为：
“沿黄14市种业合作机制的形成，将
为沿黄地区农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
智力支持，必将对提高干旱半干旱地
区粮食生产和农业生态管理能力起
到积极作用。”②40

沿黄14市签订冬小麦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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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精准发力 绘制产业链图谱
5月22日，在生产繁忙的阿特斯光伏电

力（洛阳）有限公司二期硅片车间，公司总经
理朱军告诉记者：“我们通过技术改造，攻克
了多晶金刚线切黑硅、单晶PERC背钝化以
及超级多栅高效组件等关键技术，硅片每公
斤出片率提升20%，综合成本下降40%。”

依靠累计投入 6亿元的技术改造，阿
特斯一举取得了销售额行业排名第一、利
润行业排名第一、产品出货量全行业第三
的骄人业绩。

洛阳市政府负责同志介绍，围绕“三大
改造”，洛阳市委、市政府研究出台了转型
攻坚“1+5”工作方案，制定省定 12个、市
定16个重点产业转型行动计划，并绘制产
业链图谱，完成了转型升级的顶层设计。

同时，洛阳出台支持企业技术改造、智
能化改造、创新人才引进培养等多项扶持政
策，每年用于产业转型升级的财政资金超10
亿元。2017年，洛阳实施三大改造重点项目
347个，完成投资354亿元，同比增长29%。

龙头引领 重点企业成为突破口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是“三大改造”的

实施者和受益者。
洛阳市将重点企业的改造提升作为

实施“三大改造”的突破口，确定 15家提
质倍增试点企业，以示范带动引领产业转
型升级，涌现出了一批“三大改造”标杆企
业。

紧盯绿色化改造，中航锂电（洛阳）有
限公司在生产过程、产品设计、污染物排放
等方面进行绿色化探索，建立动力电池梯
级利用和回收管理体系，成为“国家级绿色
工厂”。

瞄准智能化改造，中国一拖集团牵头
成立我省首家创新中心，通过农业物联网
平台、大数据技术、智能制造技术、共享经
济与农业装备的结合，打造“互联网+共
享+农业装备”的跨界协同创新体系。新
建的新型轮式拖拉机总装配线，具有单班
日产200台、年产4.5万台以上的能力，居
国际领先水平。

“三大改造”照亮高质量发展之路
手持遥控器，操作遥控按钮，电脑屏幕

上的仿真模型根据指令依次作出前进、后
退、抓取等指令。这一幕发生在伊滨区中信
重工特种机器人制造智能化工厂现场。

中信重工智能制造项目组负责人介
绍，特种机器人制造智能化工厂项目建成
后，设计、工艺节省40%以上的时间，机床
利用率提高15%以上，生产效率提高30%。

依靠智能化改造，中信重工实现了“传
统动能”和“新动能”双轮驱动、接续转换，
呈现出多个产业板块齐头的良好发展态
势。2017年该公司实现利润1.12亿元，创
2013年以来最高水平。

“三大改造”为洛阳工业企业高质量发
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洛阳市统计局发布
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洛阳市规模以上
工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709.3亿元，同比
增长 11.1%，高出全省 2.3个百分点；实现
利润总额 84.7亿元，同比增长 21%，高出
全省14.5个百分点。②9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5 月 21
日，记者从省农机局获悉，在麦收期
间，该局与省气象局将利用省气象
服务中心应急短信平台，为在我省
境内从事跨区作业的作业队、农机
手和组织、管理人员免费提供即时
小麦机收市场信息和气象信息。

为组织好今年跨区麦收会战，提
高抢收效率，夺取夏粮丰收。麦收期
间，在河南境内参加麦收的跨区机收
作业队负责人（含省外在我省从事机
收的作业队）、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市县两级参与跨区机收管理的农

机系统工作人员、部分农机大户等将
收到免费手机短信信息服务。

据了解，农机手免费获得手机
短信服务的内容共有五类：我省整
体麦收进度和当天主要麦收地区的
收割进度及机车分布情况，每天定
时发布一次；引导机车合理流动的
调度信息，不定时发布；各主要麦收
地区的常规天气预报，每天定时发
布两次；省、市气象台制作并及时发
布的突发气象灾害预警信息；省、市
气象台为当地三夏服务制作的专题
气象服务信息，不定时发布。③3

本报讯（记者 陈慧）5月22日，记者从
省林业调查规划院获悉，雨季即将来临，今
年我省计划在洛阳、三门峡、新乡、焦作等
7个省辖市16个县（市）飞播造林26万亩，
是近年来飞播面积最大的一次。

据悉，除继续使用欧直小松鼠直升机
飞播外，今年我省将首次在豫北太行山区
辉县、卫辉、淇县、修武、博爱等地的困难造
林地上实施大规模无人机精准飞播造林，
计划飞播面积1万亩。

此外，今年我省飞播用种全部采用驱
避剂、保水剂、生根粉等多效复合剂进行
膜化处理技术，同时继续开展种子丸粒化
的处理技术研究，以提高造林成效。③4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本报通讯员 墨江涛

从事的是城市燃气业务，竞争激
烈；仅有 700多人，且大多数是“风里
来雨里去”的一线工人……就是这样
一个企业，却奏出了党建最强音。

作为华润燃气集团旗下的A类公
司，安阳华润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安阳华润”）积极落实集团“大党建、
强基础、塑文化、促发展”要求，创新提
出“党建引领、廉政护航、务实发展、使
命担当”的工作思路，扎实开展党建工
作，为企业发展增添了凝聚力和战斗
力，正逐渐成为安阳国有企业党建的
一面旗帜。

推动党建生产“两结合”，打
造央企党建标杆

安阳华润成立于1989年，前身为
安阳市天然气公司，2000年股份制改
制设立河南东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06年引进战略投资者华润燃气集
团，成立合资企业。公司以天然气输配
供应为主营业务，截至2017年，总资产

约14.66亿元，拥有长输管线300公里，
中低压管网5500公里，主要承担安阳
市及周边地区4200余家工商业客户、
63万户城市居民的输供气任务。

近年来，安阳华润党委认真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
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弘扬
华润红色文化基因，在企业党建方面
进行了有益探索，2016年被安阳市评
为先进基层党组织。

公司领导带头抓党建。严格“双
包”进基层制度，领导每周两个半天下
基层蹲点帮扶，凝聚党建工作合力。
公司党委深入开展“五好党支部”“模
范先锋岗”“党员一面旗”“创先争优”
创评活动，成立以党委书记任组长，其
他班子成员为副组长，各部门党政一
把手为成员的创先争优活动领导小
组，将抓党建与抓生产经营有机结合
起来。

关键时刻，展现央企担当。2017
年，安阳市作为京津冀大气污染通道

“2+26”城市之一，推进“气代煤”任务
艰巨。当年3月，公司成立工作组，编
制项目推进实施方案，建立“日更新、

周调度、月考核”推进机制；实行倒排
工期、挂图作战，台账化管理，每日更
新工作进度；采取高管包保责任制，区
域分组，全权负责本区域内煤改气推
动协调、工商业用户开发；成立支部书
记带队的 6个进村入户工作组，开展
摸底、宣传、登记、协调村委签约收款
等工作……

短短几个月，他们就完成全市近9
万户的工程，创造了城市天然气改造
史上的奇迹。同时，“四供一业”、冬季
保供……都有安阳华润人披星戴月、
克难攻坚的身影，这支“特别能吃苦、
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队伍，彰
显了央企的为民情怀。

持续开展党建活动，为基层
注入活力

4 月 29 日，安阳华润召开了一
年一度的首席员工暨标杆党员表彰
会。80后的标杆党员代表陈艺卿在
发言中讲述了自己在“四供一业”工
作中，主动放弃婚假加班，39天不间
歇奋战。当安钢置换气工作顺利完
成，自己新婚丈夫也到了回归部队

的时候……
“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

是一座战斗堡垒！”汤阴分公司党支部
书记、总经理马卫东为他的员工骄傲：
秦红利、曹茵都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可
就在“气代煤”中，她们两个多月都没
能见上孩子一面；党员关振杰顾不得
体弱多病的孩子和重病在床的母亲，
只休息过一天……

现场雷鸣般的掌声不断。员工们
表示，要学习他们顾全大局、服从安
排、立足本职岗位的精神，为安阳市经
济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首席员工表彰会，我们已经连续
开展10年，目前已经成为安阳华润的
一个品牌活动。”公司党委副书记沈庆
伟向记者介绍。而这仅仅是他们开展
党建活动的一个缩影。

在职党员入社区党员主题日活
动、公司党委班子慰问帮扶活动、“两
学一做”践行央企社会责任和“喜迎
十九大”知识竞赛活动……一系列丰
富多彩的活动，不仅让公司党建工作
有了具体抓手，也为企业发展提供源
源不断的动力。

积极探索党建机制，为企业
增添发展动力

安阳华润积极探索党建新机制，
通过制度的力量来推进党建工作。

2014年，公司启动岗位学标杆活
动，通过绩效管理，让每个岗位各项业
绩指标皆有标杆，从而促进基层管理
工作的提升，使广大员工远学有榜样，
近学有标杆，形成“比、学、赶、帮、超”
的工作氛围。

5月 17日，走进吴村标准化配气
场站，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党建宣传
栏。这是管网运行部的五星级标杆厂
站，党支部专门设立了党员活动室，并
精心制作了党员承诺公示牌、党建橱
窗、党建讲堂，吸引了多家企事业单位
前来参观。

抓党建促创新。公司以倡导劳模
工匠精神为主线，通过岗位练兵、创新
发明、技能竞赛等多途径，为员工搭建
成长平台。2017年，青年职工刘琨研
发“蝶阀止漏器”，填补了蝶阀无法自
行维修的历史空白，荣获安阳市总工
会“十大创新成果”奖。

抓党建促发展。他们把客户服
务作为重点，开展“企业公开日、全员
服务承诺、志愿服务社区行、特殊用
户帮扶”等服务活动，打造了“以客户
需求为核心”的特色服务品牌，荣获

“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单位”荣
誉称号；把安全放在首位，形成一套
文化理念、三项基础建设、五大管控
措施、七中管理特色为支撑的“一三
五七”安全管理模式，形成良好的安
全文化氛围，荣获“全国安全文化建
设示范单位”。

“我们正是通过发挥党组织的凝
聚作用，打造出了一支能拼能干的队
伍，擦亮了‘安阳华润’这块金字招
牌。”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张庆文说。

党建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成效，推
动着安阳华润不断实现跨越发展。他
们先后获得“国家一级企业档案目标
管理先进单位”“全国建设系统精神文
明建设先进单位”“全国青年文明号”

“华润集团先进基层党组织”等450余
项荣誉称号，企业的综合管理水平、服
务水平、产品质量得到市民群众、业界
的广泛认可。

安阳华润燃气：奏响国企党建最强音

“三大改造”发力 助推转型升级

洛阳工业向绿色智能高端迈进

我省计划飞播造林
26万亩

跨区收麦信息服务免费

□本报记者 田宜龙

绿色改造、智能
改造、技术改造是我
省在制造业转型发
展中大力实施的“三
大改造”。

作为传统老工
业基地，洛阳市围绕
发挥优势打好“四张
牌”，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在全
省工业企业中率先
推进“三大改造”，给
经济高质量发展注
入强劲新动力。

5 月 22 日，中国
航 天 科 工 河 南 航 天
695厂智能制造车间，
工业机器人通过云端
指令，自动完成下料、
抓取、弯制等一系列动
作。目前，该厂正积极
推进智能制造，智能装
备已达 34台，预计年
底将实现智能制造样
板车间。⑨3 本报记
者 聂冬晗 摄

生物多样性保护，河南在行动

（上接第一版）
胡凤奇指着村头垃圾压缩中转站

内的8个深埋桶，给记者讲起了垃圾处
理的流程。深埋桶是公司的专利，占地
面积小，省水电省人工，有了这种专利，
村里可彻底告别滋生蚊蝇的垃圾池。

垃圾从农户家出来，被倒进按标
准配置的垃圾桶，公司的收集车把垃
圾统一倾倒进地埋桶，吊桶车再把地
埋桶里垃圾倒进车内自动压缩，然后
送到区内的热电厂焚烧。至此，村里
的垃圾走出了一段“垃圾不落地、无害
化处理”的路程。

据介绍，深圳龙澄环保公司和森源
环保科技公司，是在去年建安区政府招
标中中标的两家公司。区政府投入
4300万元，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引进
两家企业，乡村垃圾处理工作变区、乡、
村三个主体为专业公司一个主体。“牛
人”干“牛事”，政府只操心监督考核。

记者采访时，正碰上龙澄公司建设
自动管理系统。LED屏已经装好，控
制系统正在安装。整个系统上马后，管
理人员坐在办公室里，通过大型LED
屏，就可以了解和指挥垃圾处理工作。

从净起来走向美起来
张潘镇城角徐村是个有历史的村

庄，三国名将徐晃就埋骨于此。村党支
部书记徐玉森专门领着记者在村里绕
了个大圈，走了迎宾路、致富路等村道，
看了七八个坑塘，有的有水，有的干着，
但一律干干净净。“这个塘里今年养了
对虾，过几个月就能见到效益了。”他指
着村部前边、装着护栏的坑塘说。

“这里以前可不是这样。”建安区
政府干部卢丰余介绍，以前农村垃圾
一股脑儿堆在荒坑和荒沟里，来检查
了就盖层黄土，区领导斥之为“垃圾摞
垃圾现象”，这次经过整治，变得干干
净净，建安区出现了一批绿地、广场。

谈到人居环境治理的感受，建安
区区长马浩脱口而出 8个字：科学决
策，扎实推进。

市场化运作加上区、乡（镇）、群众
三个层级考核监督，红头文件、微信“朋
友圈”通报，与区里“真金白银”的奖惩
政策，形成了一套“组合拳”，让辖区村
庄初步形成了净起来的长效机制。

垃圾有了出路，派上了用场。区
里净起来了，绿起来了，但离美起来还
有差距。

记者采访时，建安区派到浙江安
吉、湖北十堰考察的干部刚刚返回。这
次考察，也是区里为布局污水治理和厕
所革命、让农村真正美起来取经。③6

“追垃圾”记

5月22日，
内乡县赤眉镇
陈湾村贫困户
在分拣油桃。
近年来，该县
大力发展产业
扶贫，全县三
分之一的贫困
户都建起了果
园、菜园，户均
年 增收 3000
元以上。⑨3
张中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