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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别推出追记画家李伯安的长篇通讯

万里黄河铸画魂 11│中原风

本报讯（记者 屈芳）6月 3日至 4
日，省长陈润儿到漯河市调研并主持
召开专题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的重要
思想，处理好发展和稳定的关系，积极
主动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巩固发展和
谐稳定社会局面。

陈润儿在讲话中指出，和谐稳定
的社会局面是发展的前提条件，良好
巩固的发展态势是和谐的可靠基础，
什么时候都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

要硬。他就新形势下化解社会矛盾、
维护社会稳定工作提出三点要求。

一要自觉担当政治责任，正视社
会矛盾。陈润儿说，矛盾无处不在、无
时不有，不可避免。有了矛盾并不可
怕，可怕的是回避矛盾。要充分认识
到，矛盾不会因为回避而消失，只能通
过有效化解而减少，实践中正是通过
矛盾的化解，推动一个又一个问题的
解决。各级领导干部要本着向党中央
负责、向总书记负责、向老百姓负责的

担当，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履行好维
护稳定的政治责任。

二要切实解决合理诉求，努力减
少矛盾。对人民群众的合理诉求要主
动关怀、换位思考、积极作为、切实解
决，注意平衡不同利益主体的关系，做
到感情上不欠账、政策上不欠账、服务
上不欠账、责任上不欠账，不断回应百
姓关切。

三要坚持严格依法办事，有效化
解矛盾。要严格遵循依法办事这一基

本原则，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化解矛盾，未雨绸缪、做好矛盾排
查，建立清单、严格落实责任，完善机
制、抓好预警处置，配合联动、健全防
控体系。通过有效化解矛盾，为发展
大局创造条件，为社会和谐奠定基础。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赵素萍，副省
长、省公安厅厅长舒庆出席会议。各
省辖市政法委书记、分管政法工作的
副市长、公安局长，省直有关部门负责
同志参加会议。③3

□本报记者 李英华 陈慧

6 月 5 日，晴空万里，
太阳火辣辣的，尉氏县张

市镇沈家村的麦收进入尾声。联合收割机隆隆驶过，秸秆打
捆机随之跟上，金黄色的麦粒从收割机里倾泻而出，撒进专
门装粮食的农用车里，堆得冒出了尖。

春争日，夏争时。“三夏”时节，麦收后紧接着点玉米、浇
水，一望无际的田野上，到处可见埋头劳作的农民。

4年前，习近平总书记调研指导河南工作时，曾经来到
这里，看着即将成熟的小麦，高兴地说：“看到小麦长势这么
好，我和村里人一样感到很欣慰，用咱老乡的话说，今年的馍
能吃上了。”

“我想跟总书记说，今年的馍不但吃上了，而且咱家的麦
子能做面包了！”站在刚收获完的麦地里，村民沈永平笑着说。

为啥说“能做面包了”？
原来，4年前，这里基本上种的是普通小麦。近两年，优

质专用小麦越叫越响。“村里 3000多亩耕地，一半以上都种
上了优质小麦。”沈家村党支部书记石长锁说。

去年，沈永平家尝鲜种植优质强筋小麦“新麦26”。沈永
平给记者算起了经济账：虽说受今春冻害影响有所减产，但每
亩地也能收800斤。“优质小麦有订单，比普通小麦收购价格
每斤至少高1毛钱。跟去年比，收入基本上没受啥影响。”

“你知道优质专用小麦为啥身价高？”尉氏县农业局农技推
广中心主任宋志平插话道，“强筋小麦面筋强度大，面团稳定时
间长，加工成面粉适合做面包，市场需求大，自然就贵了。”

“也就是说，俺这地里种的麦子磨成面，不但能做馍，还
能做面包，怪不得外面的人抢着收购。”沈永平恍然大悟。

对沈家村的优质专用小麦抢着下订单的有两家合作社，
相距不远的尉氏县富民农机专业合作社就是其中一家。

“跟普通小麦相比，优质小麦籽粒饱满，还透着亮。”富民农
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沈文政虽然只有33岁，经验却很老到。

“对优质强筋小麦，合作社实行统一供种、统一管理，这
样就能做到专种、专收、专用，最终卖个好价钱。”沈文政说，
普通小麦现在每斤一块一，优质小麦一块二，今后价格看涨。

我省是全国小麦生产第一大省，产量占全国1/4强。和
全国一样，小麦总量供应充足，但存在结构性失调。在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我省以“四优四化”为重要抓手，
重点发展优质小麦、优质花生、优质草畜、优质林果，推动农
业发展，提高农业质量。

可喜的变化悄然发生。据介绍，尉氏县103万亩夏粮种
植面积中，优质强筋小麦面积扩大到十分之一，订单率达到
80%。放眼全省，今年优质专用小麦种植面积达到 840万
亩，较上年增加 240 万亩，增幅达 40%；订单（意向）数量
361.7万吨，订单率高达87.5%。秋播时，优质专用小麦的种
植面积有望达到1200万亩。

麦子基本收完了，沈家村的耕地上黄绿相间，煞是好
看。套种的西瓜、辣椒苗在黄色麦茬映衬下，显得生机勃
勃。玉米刚种上，沈永平他们又在谋划下一季种啥。“挑选好
品种，秋天我们还要种优质小麦。”③7

□夏远望

明天，近百万河南学子将怀揣梦

想，迎接人生中的一次大考。

高考年年有，但对每届考生来说，

都是一次全新的旅程。拼尽

全 力 为 梦 想 ，挑 灯 苦 读 争 第

一，努力与付出，智慧和汗水，

都要在这条青春的冲刺线上

尽情释放。

面对高考，从“心”出发，

才能考得从容。高考，是一场

成长的跨越。青春的成长，不仅是身

体的成长，知识的收获，更是心智的趋

于成熟。大考更须平常心，克服恐惧

心、急躁心和麻痹粗心，细心审题、用

心思考、耐心答题，相信自己、相信努

力、相信未来，分数固然有高下，但你

已经收获了成熟，赢得了“高分”。

从“心”出发，才能走得更远。高考

只是漫长旅途中的一方路碑，人生还有很

多需要全力以赴的更艰难的“考试”。走

过高考，我们会更加懂得老师的良

苦用心，父母的含辛茹苦，亲朋的

深情厚爱，更加懂得自己未来的责

任。不论最终成绩如何，恪守高远

之志，永葆坚韧之心，不断披荆斩

棘，你的人生就必将出彩。

一场考试，满城爱心。送考

车辆不限行、广场公园静音护考、保电小

分队 24小时值班……为了让孩子们有

个舒适的应考环境，家长、学校、全社会

都在用心。高考就要开始了，孩子们，让

我们也从“心”出发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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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润儿在漯河市调研并主持召开会议强调

积极主动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巩固发展和谐稳定社会局面

6 月 5 日是世
界环境日。６月４
日，淅川县第一小
学开展“变废为宝”
创意活动，同学们
利 用 废 旧 物 品 制
作各种手工艺品，
以 此 倡 导 低 碳 环
保生活理念。⑨3
马晓 摄

美丽中国
小小行动者

□本报记者 陈慧

“你看，这不是树的海洋么！”
“这几年栽的树比以前 20年栽的

都多！”
“县里力度是真大，政府在花钱

‘买生态’！”
…………
连日来，记者在西平县采访，耳边

不断响起这些声音。
如果一名游子多年未返，趁着麦

收回到西平，他会发现，家乡已经不复
往昔，震撼接踵而来：

在城区走走，昔日令人掩鼻的臭
水沟——南城河，成为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小洪河、引洪河湿地公园、西平
生态园、嫘祖海棠园……一个个公园、
游园散落在城中，林在城中，城在林
中。

穿行在绿树如荫的国道、省道，人
在景中游、车在绿中行，一路繁花相
送，绿树成荫。

小游园、围村林、密布的农田林
网，目之所及，皆是喜人的新绿，小树
苗们排好阵势，等待着岁月刻画年轮，
期盼着枝繁叶茂……

省林业厅一位前来西平督导国家
森林城市创建工作的负责人总结了四
个“前所未有”：领导重视程度前所未
有，县财政投入资金前所未有，老百姓
认可度前所未有，成效前所未有。

2015年 10月驻马店市启动国家
森林城市创建以来，西平县栽植各类
树木 3600 万株。既要栽树，还要保
活，经过多年探索，西平县创新机制，
夯实责任，建立了一套独特的造林护
林机制，值得借鉴。

提高认识，领导重视是关键

国家森林城市创建已经上升到国
家战略层面，这块牌子含金量高，但要
求多、指标高。

要想成功“创森”，驻马店绕不过
一道硬杠杠：不仅市域森林覆盖率要
达30%以上，而且三分之二以上的区、
县森林覆盖率应达到30%。

驻马店是著名的农业大市，2014
年年底，八县一区中，仅有确山县、泌
阳县两个山区县森林覆盖率达到30%
以上，其余 7个平原县、区均不达标，
而西平县更是处在下游水平——森林
覆盖率12.44%，为倒数第二。

令人惊讶的是，在驻马店“创森”
规划中，西平县却担当了挑大梁的角
色，2018 年森林覆盖率要达 32%以
上，在平原县处于榜首，成为森林覆盖
率提升最高的县区。

从 12.44%到 32%，从倒数第二到
跃居平原县榜首，是好高骛远吗？

事实证明，不是。
西平自有西平的底气。
虽然县域森林覆盖率低，但西平

的城区绿化覆盖率 40.75%，人均公园
绿地22.5平方米，远远超过其他县区。

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后，西平的底
气更足了。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
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美丽中国”成为中华
民族追求的新目标。生态文明建设
制度的“四梁八柱”日益加固完善。
搞好生态的决心之大、着力之强前所
未有。

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正是生态文明
建设的一个重要载体。“创森”号角吹
响后，西平县响应驻马店市委市政府
号召，高举这面饱含绿色希望的旗帜，
大步向前，步履铿锵，一直在引领示范
带动驻马店“创森”工作。

西平县把“创森”作为书记工程，
县委书记、县长不但是“创森”指挥部
政委和指挥长，还是总督导组组长。
县乡两级分别成立林业生产和“创森”

工作领导小组，实行“一把手”负责制，
层层落实责任，层层分解任务。仅
2017年 12月至今年 3月底，西平县即
召开 15次由县四大班子领导、各乡镇
党政正职、县直各单位一把手参加的
高规格“创森”推进会。

全县建立了 20 多个义务植树基
地。每年植树季节，县乡主要领导率
先垂范，只要时间允许，每周五下午都
亲自带领机关干部职工参加义务植
树。

定期观摩考评，严格兑现奖惩，大
家你追我赶，全县“创森”和植树造林
工作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截至目前，西平县已投入“创森”
资金 18 亿元，新增乡级以上廊道 2.2
万多亩，整改提升省级以上廊道1.2万
多亩，新建和完善农田林网 43 万余
亩，绿化河流水岸 1.4万多亩，建设特
色经济林、花卉苗木近 4万亩，共栽植
各类树木3600万株。

（下转第五版）

西平县引领驻马店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工作

一个平原农业大县的绿色情结

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根据安排，中央第一环境保

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 1 个
月 。 进 驻 期 间（2018 年 6 月 1
日-7 月 1 日）设立专门值班电
话：0371-65603600，专门邮政
信箱：郑州市 70 号专用邮政信
箱，邮编：450044。督察组受理
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 8:00-20:
00。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
督察组职责，中央环境保护督察
组主要受理河南省生态环境保护
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其他不属
于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
定交由被督察地区、单位和有关
部门处理。

中央环保督察组公告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我们所处
的环境好不好？空气质量、水质是否
有改善？污染是否超标？6月 5日，省
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
2017年河南省环境状况公报，全省环
境质量成绩单公布。

公报显示，2017 年，在全省生产
总值增长 8.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3个百分点的同时，环境质量取得显
著改善：可吸入颗粒物（PM10）与细
颗粒物（PM2.5）改善目标、水污染防
治目标任务全部完成；空气重污染天
数大幅减少，冬季蓝天频现；城市黑臭
水体大幅减少，水环境质量改善明显；
土壤污染防治得到加强。

大气环境方面，总体来看，2017
年全省城市环境空气质量首要污染物
为细颗粒物（PM2.5）。省辖市城市环
境空气质量级别总体为轻污染。其

中，信阳、南阳、驻马店、漯河、商丘、周
口、三门峡、许昌、开封、平顶山、濮阳、
济源 12市环境空气质量级别为轻污
染；洛阳、新乡、郑州、鹤壁、焦作、安阳
6市环境空气质量级别为中污染。省
直管县（市）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级别为
轻污染，其中，巩义市环境空气质量级
别为中污染。

2017年，全省地表水共监测 141
个环境质量断面、135个责任目标断
面、24座湖库。数据显示，省河流水
质级别为轻度污染。其中，省辖海河
流域为中度污染，淮河流域、黄河流域
为轻度污染，长江流域为优。全省水
库总体水质级别为优。

对于用水安全，公众可以放心。

全省省辖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综
合定性指数级别为优。南阳、濮阳、驻
马店、信阳、鹤壁、许昌、三门峡、平顶
山8个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级
别为优，周口、新乡、郑州、洛阳、济源、
安阳、焦作、漯河、开封、商丘 10个城
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级别为良
好。全省直管县（市）集中式饮用水源
地水质级别为良好。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水源地丹江口水库陶岔取水口水质
符合Ⅱ类标准。

此外，对比往年发布的公报数据，
我省森林资源有所增加，全省森林蓄
积量从 2015年的 1.71亿立方米增加
至2017年的1.79亿立方米，数字变化
反映出我省植绿护绿的成果。③9

冬季蓝天频现 用水更加安全

我省晒出2017年“绿色”成绩单

更多内容见06│民生新闻

——记者蹲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