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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省新增
“双替代”供暖100万户

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本报讯（记者 栾姗）6 月 16 日，记者
从省能源局获悉，我省以保障群众温暖过
冬、减少大气污染为立足点，今年 10月底
前要新增“双替代”供暖100万户。

据介绍，今年我省“双替代”供暖实
施范围为秦岭——淮河以北区域，主要

安排在郑州、开封、安阳、鹤壁、新乡、焦
作、濮阳 7个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首
先要实现高污染燃料禁燃区清洁供暖全
覆盖，其余目标任务在具备条件的地区
以村庄（社区）为单位整体推进，禁止“插
花式”零散开展工作。其中，“电代煤”以
具备保温条件的居民住宅和学校、医院、
福利机构、办公室、商业综合体等公共建
筑为重点，建设一批分布式电供暖项目；

“气代煤”综合利用管道、液化、压缩天然
气等多种气源供暖，重点建设燃气锅炉
房等分布式供热；在不具备集中供热条
件的黄河滩区异地迁建安置区、易地扶

贫搬迁安置区等区域，要合理选择分布
式集中供热、小型集中式供热、分散式供
热等居民可以承受的供热方式，切实保
障群众冬季清洁取暖“用得上、用得起、
用得好”。

省能源局相关负责人算了一笔账，新
增“双替代”供暖 100万户，一个供暖季相
当于可以替代取暖用煤 21 万吨，减少排
放二氧化硫 2700 吨、氮氧化物 1100 吨、
粉尘污染物 1.9 万吨，社会和环保效益显
著。③5

——记者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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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宋敏）6月 18日，记者从中国铁路
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6月 15日至 18日，该公司
管内各大火车站累计发送旅客 188万人次，同比增长
10.2%。

端午小长假期间，该公司日均加开临客列车 40.5
对，其中始发临客列车 34.5对。客流以学生流、探亲
流、旅游流为主，部分方向客流与学生暑假客流叠加，
管内郑州、郑州东、商丘、洛阳龙门等车站客流较为集
中。根据统计，京广、徐兰高铁线路和郑开、郑机、郑焦
城际线路客流量较大，其中徐兰高铁沿线商丘车站累
计发送旅客15.1万人，日均发送旅客3.78万人。③6

郑铁累计发送旅客
188万人次

据新华社北京6月 18日电 中央军
委日前印发《传承红色基因实施纲要》。
《纲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
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明确了传承红色
基因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着力重点和
主要工作，是新时代传承红色基因、弘扬
优良传统的重要指导性文件。

《纲要》指出，大力传承红色基因，是
新时代政治建军的战略任务和基础工
程，对于激励官兵铭记历史、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不懈奋斗，奋力实现党在新

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
世界一流军队，具有重要意义。要着眼
培养“四有”革命军人、锻造“四铁”过硬
部队，扭住强固精神支柱、对党绝对忠
诚这个根本，把握突出固根铸魂、聚力
备战打仗、强化问题导向、注重融入实
践、坚持创新发展的基本原则，深扎信仰
之根，以史鉴今育人，用好红色资源，强
化实践砥砺，推动红色基因融入官兵血
脉，确保我军血脉永续、根基永固、优势
永存，为推进新时代强军事业提供政治
滋养和强大动力。

《纲要》明确，传承红色基因要着力
锻造维护核心、听党指挥的绝对忠诚，
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
强化勇于改革、敢于突破的创新意识，
培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
严明高度自觉、令行禁止的革命纪律，
巩固爱民为民、军民团结的特有优势。
要抓好科学理论武装、开展党史军史宣
传教育、加强存史编史研史、开展重要
纪念活动、建好用好军史场馆、开发红
色革命文化，让红色基因永葆活力、彰
显威力。

中央军委印发《传承红色基因实施纲要》

端午假期 交通出行

本报讯（记者 宋敏）6月 18日，记者从河南机场
集团获悉，端午小长假，郑州机场整体运行平稳，三天
假期发送旅客超过 18万人次，执飞航班超过 1500架
次。

据了解，端午假期期间，郑州始发的航班机票比较
宽裕，西南方向郑州至昆明、丽江有 3.5折左右机票，
西北方向郑州至兰州、乌鲁木齐有4折机票，东南方向
郑州至杭州、厦门、宁波有 5折机票，东北方向郑州至
哈尔滨、长春有4至5折机票。

为了保障广大旅客出行顺畅，郑州机场增加了流
动问询人员，积极引导广大旅客通过自助值机快捷办
理乘机手续。目前已进入雷雨多发季节，郑州机场有
关负责人提醒乘客，乘机出行前请及时关注天气变化
和航班动态，合理安排行程。③6

郑州机场发送旅客
超 18万人次

黄河三峡曾经也是造林“困难地”，如今已是郁郁葱葱、满目苍翠。 本报资料图片

□本报评论员

古老传说里，老愚公叩土垦壤

移大山；今天，愚公故里的“当代愚

公”，则谱写了新时代愚公移山的壮

美传奇——“天上不见一只鸟，地上

不见兔子毛”，到处是砂岩碎石，就

在这样的“困难地”，济源人奋战 60

多年，硬是造林近 70 万亩，给生态

一个强健的“肺”，给百姓一个生财

的“聚宝盆”，用艰苦奋斗的丰硕业

绩，述说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真谛。

愚公移山，以其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排除万难、坚韧不拔的精神内

涵，震撼和感染着一代代人。济源

的“当代愚公”们，矢志改变贫瘠恶

劣的生态环境，咬定荒山不放松，把

愚公移山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并

注入了新的时代精神，突出地表现

在实干、苦干、巧干上。

实干垦“绿”。认识到位，问题

找得实，他们深刻认识人与自然和

谐发展的道理，年年把绿化造林当

第一任务，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任接

着一任干；功夫下得实，艰苦年代绿

化荒山轰轰烈烈，“盛世造林”真金

白银反哺自然生态，锲而不舍，与时

俱进；效果很扎实，不仅秃山披绿

装，还让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齐头并进。

苦干拓“绿”。满目苍翠、林海

滔滔，尽是汗水浇灌成，尽是“愚公”

苦干来。造林先辈夏天喝沟里水，

冬日餐地上雪，一头一头地干；

“林二代”“林三代”耐得住寂寞，任凭世事变幻，植绿初

心不改，用半个多世纪的辛劳，去圆一个青山绿水之

梦，驰而不息、久久为功，才造就了一个享誉全国的绿

色奇迹。

巧干兴“绿”。当代愚公，巧于植树。按老办法种树

总是“一年青二年黄三年见阎王”，他们大胆创新，向科

学要办法，创造出“五步造林法”。巧于布局，一块“困难

地”造林成功，就总结经验，编制规程，让更多“困难地”

披上绿装。巧于经营，林下经济红红火火，百姓收入节

节攀高，产业与生态、人与自然良性互动、和谐共生。

实干垦“绿”，苦干拓“绿”，巧干兴“绿”，心心念念

在“绿”字，兢兢业业开绿山，筚路蓝缕、胼手胝足，济源

人就这样走出了一条“困难地”改善生态、绿色发展的

路子，让“愚公移山”精神在新时代、新征程熠熠生辉。

生态兴则文明兴，新时代更是“绿”时代。眼下，生态环

境质量持续好转，然而我们必须深刻认识生态环境保

护的长期性、艰巨性，要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

局，会遇到观念、技术、机制、利益格局等很多“困难

地”。这迫切需要我们像济源人那样，实干苦干巧干，

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当代愚公，通过我们的奋斗让天更

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创造出无愧于时代、

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子孙后代的美丽业绩。2

□本报记者 董林 张海涛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
中有荒山，多石少土，草木难生，世代萧然。
一群人不安于宿命，决意改变现状，让

石山生木，家园染绿。
石上种树，大山绣花，愚不可及！“智叟”

嗤之。
在怀疑与嘲笑中，他们笃定前行。
日复一日，不惮辛劳，虽饱尝失败之苦，

但始终坚韧不拔。后变易方法，创制秘诀，
在不毛之地造就奇迹，移走苍凉荒芜，移来
绿水青山……

走进今日济源，你会听到这样的新传奇。
一群当代“愚公”，接过老愚公的镐头，

撸起袖子加油干，久久为功，2008年以来累
计完成“困难地”造林10多万亩，写就了愚公
移山的新篇章。

咬定荒山不放松

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世界。
6月 15日，记者登上济源市南山林场的

尖山岭。
举目四望时，记者看见了树，而林场职

工看到的是一代代林业人：远处的莽莽林海
是第一代的杰作，近处山坡上布满整齐的鱼
鳞坑，坑内的小侧柏迎风挺立，见证着新一
代的付出。

“这些垒了鱼鳞坑的山，林业上称为造
林‘困难地’，多为砂岩碎石，用常规方法造
林，树木成活率很低，往往是年年栽树不见
树。”南山林场大沟河管护中心主任贾长荣
介绍。

近年来，济源迎难而上、创新拼搏，打造
了南太行“困难地”造林的“济源经验”，享誉
全国。

“重视生态建设、致力荒山绿化是济源

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我们站在无数前人的
肩膀上，才取得了‘困难地’造林的新成就。”
凝望着远处的林海，济源市林业局局长王天
中感慨。

济源地处黄河中下游、太行南麓，山区、
丘陵面积占到全市总面积的88%。如今，若
从空中俯瞰济源山区，满目苍翠、绿意葱茏。

树，现在是这里最平常的东西，但也曾
是这里最稀罕的东西。

时光回溯至解放初期，济源山区很多地
方都是荒山秃岭。

“即使有棵树也长得很慢，娃和爹小时
候看到的树几乎一样粗。费尽力气种树，往
往是一年青二年黄三年见阎王。”年过七旬
的林场老工人刘月凯回忆。

孱弱的植被导致环境恶劣，自然灾害频
发，庄稼产量低下。群众流传着这样的谚
语：山上和尚头，沟内没水流。年年种庄稼，
季季没好收。

从上世纪 50年代开始，济源县委、县政
府就领导全县人民，发扬愚公移山精神，整
修梯田、保持水土，开展轰轰烈烈的绿化荒
山活动。

其中大沟河林场（合并后属南山林场）
堪称王屋山下的“塞罕坝”。

1963年，大沟河林场成立，全国各地的
200余名知青奔赴林场，成为绿色传奇的缔
造者。

陈志龙是林场的第一代场长，如今已年
逾百岁，他的讲述让记者重回激情燃烧的岁
月。

很多知青从没干过这么重的活，肩膀被压
肿，手脚起血泡。有些女知青实在干不动了，
就坐在山坡上哭，哭完了依旧拎起头干。

种树路远，中午只能吃干粮，渴了就吃
两口山背阴处的积雪。年轻的刘月凯一吃
雪就发烧，可是仍然植树不辍。

一代人的青春在荒野间绽放，涂抹出今
日片片浓绿。

第二代、第三代南山林场人又发扬咬定
荒山不放松的精神，攥紧接力棒，在大山之
巅继续奋战。

三代林业人数十年如一日，不畏艰苦，默

默耕耘，硬是在荒山上植出20万亩人工林。
改革开放以来，鉴于山区面积大、工业比

重大的市情，济源更加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全
民植绿氛围日渐浓厚。不仅林场职工艰辛奋
战，群众中也涌现出许多造林的当代愚公。

在克井镇枣庙村，有个美丽的“林海公
园”。30多年前，这里是一片光秃秃的山坡，
群众说“天上不见一只鸟，地上不见兔子毛”。

30多年的时间里，朱元英老人凭借一把
镐一张锨，让石缝里长出绿色希望，让 2000
亩荒山变成大林场。

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到 21世纪初，
济源荒山绿树成林，玉川大地披锦绣，愚公
故里入丹青。

愚公移山精神铭刻于太行王屋，更融入济
源人的血脉。从造林人到林海，一种生命创造
着另一种生命；从愚公移山精神到咬定荒山不
放松精神，一种精神淬炼出另一种精神。

“困难地”里干掉困难

截至 2005 年，济源市栽种条件相对较
好的荒山荒地已基本完成造林。剩余的近
20万亩荒山，都是以砂岩碎砾为主的“困难
地”，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完全裸岩地。

王林是中国林科院博士，在济源南山林
场从事林业研究多年。

他向记者分析，济源这些造林“困难地”
土壤贫瘠，甚至都找不到土，大部分是砂页岩
和石灰岩。水分条件差，5月到7月特别干旱。
山体坡度大，水土流失严重，造林难度极高。

在许多林场老职工看来，这些地方根本
就栽不活树。

大峪镇三岔河村就有大片山地属于这
样的“困难地”。山是石头山，不仅树看不
到，连草都不长。群众无奈地打趣，俺村这
山地只适合晒红薯干。

“一下雨就是滚坡水，土越冲越少。光
秃秃的山不挡水，水从山上下来劲特别大，
年年冲坏庄稼。风一来又是满天灰，不绿化
俺村的环境只会越来越差。”三岔河村村支
书李保民深有感触地说。

越是“困难地”，对绿水青山的渴盼越强

烈，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越艰巨。2008年，
济源林业人决定向“困难地”发起挑战，在世
世代代没有种过树的石山上蹚出一条路。

当时济源新修成了石寺路，路两侧尽是
大片的红色石头山地，这里成为“困难地”造
林的试验田。

千辛万苦栽了树，成活率却让人泄气：
不到20%。

林业局的会议室里气氛沉闷，人们心里
都有点堵。气归气，但还得静下心来找原
因。

“石寺路两侧造林的失败，让我们认识
到，‘困难地’造林，用常规方法难以奏效，必
须敢于创新、大胆创新。”济源市林业局副局
长卢战平回忆。

有一种意志叫永不服输，有一种勇气叫
敢为人先。愚公移山精神赋予济源人鲜明
的地域性格。

常规方法不行，那就打破常规！愚公后
人移山开路的劲头又一次体现出来。

林业局组织技术人员到山西等地学习，
到科研院所认真求教。数不清的辨析争论，
数不清的科技攻关，最终确定了济源的“五
步造林法”：垒砌鱼鳞坑，回填客土，施加保
水剂，栽植优质壮苗，上下覆盖薄膜。

经过小范围试种后，“五步造林法”的成
效得到肯定。

“方法管用，但一测算，一亩费用已超过
1000元，个别地方甚至突破了2000元，巨大
的投入市里会支持吗?”当时的造林科科长
李中福说。而常规方法造林，一亩地投入仅
需三四百元。

让林业职工大感意外的是，市政府很快
批准了相关方案。

其实，林业职工的意外之喜并不意外。
济源市委市政府始终高度重视生态文

明建设，在造林绿化的投入上从不吝啬，把
生态投资视作最有效的投资。

从 2005 年起，济源连年开展“3+1”工
作，其中造林是第一任务，冬春农闲时间大
规模开展绿化工作。

近年来济源更是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理念，（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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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驻时间：
2018年6月 1日-7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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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理举报电话时间：
每天8:00-20:00

中央环保督察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