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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凌 尹江勇）11
月 12 日，记者从中铁工程装备集团
有限公司获悉，中铁投资、中铁装备、
中铁七局、中铁六院、中铁隧道局、中
铁电气化局等六家中国中铁成员企
业日前在北京与郑州市公用事业投
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签订郑州地下
空间综合开发合作协议，这标志着郑
州地下空间综合开发步入“快车道”。

“此次合作协议的签订，是中国
中铁和郑州市于 11 月 2 日签署地下

空间领域开发合作框架协议后，双方
进 一 步 加 强 合 作 取 得 的 阶 段 性 成
果。”中铁投资集团总经理徐坤甲介
绍。协议双方将建立起充分发挥央
企全产业链优势、充分满足地方政府
发展需求、有效整合各方资源的创新
合作模式，共同推进郑州地下空间开
发。

根据协议，中国中铁六家成员企
业将与郑州市授权的公用事业集团
共同出资组建郑州地下空间综合开

发有限公司（合资公司），双方将通过
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充分发挥各方
优势资源，积极把握郑州市域内地下
空间综合开发的发展机遇，主动对接
中原城市群范围内涵盖的其他重点
城市地下空间综合开发发展战略规
划，共同努力将合资公司打造成为集
规划、设计、投资、建设、运营、装备研
发与制造等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地下
空间综合开发行业管理平台及专业
服务商，为郑州市、河南省及所有目

标客户提供地下空间综合开发解决
方案。

据了解，随着郑州建设国家中心
城市的步伐不断加快，郑州市域面积
不足、老城区和中心城区交通拥堵、
车位不足、地面建筑改造困难等问题
已 成 为 制 约 城 市 进 一 步 发 展 的 瓶
颈。业内人士认为，中国中铁与郑州
市公用事业的合作，将进一步优化郑
州地下空间开发规划，加快推进郑州
地下空间开发进程。③5

中铁六家成员企业助力郑州市公用事业

郑州地下空间开发步入“快车道”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记者 11
月 12 日从省环保厅获悉，今年我省
加大环境违法案件查办力度，前 10
个月全省环保系统下达行政处罚决
定8128起。

今年以来，我省环保系统以改善
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以解决人民群
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为
重点，强化生态环境监管执法。前10
个月，全省环保系统行政处罚共立案

8435起，已下达处罚决定8128起，罚
款金额 3.6 亿多元，分别是去年同期
的184.38%、189.51%和 167.36%。

前10个月，全省环保系统下达行
政处罚决定较多的省辖市是郑州市、
洛阳市、安阳市，较少的省辖市是信
阳市、平顶山市。下达行政处罚决定
较多的省直管县（市）是巩义市、汝州
市、滑县，较少的省直管县（市）是邓州
市、兰考县、鹿邑县、新蔡县。③4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11 月 9
日，记者从省公安厅获悉，自河南公
安“互联网+”便民服务平台上线以
来，注册用户 3122万多人，累计访问
量近 8 亿次，为群众办理各类事项
8004 万件，目前已成为全国最大的
省级公安“互联网+警务”综合服务平
台和全省最大的“互联网+政务”综合
服务平台。

目前，河南公安“互联网+”便民
服务平台包括治安、户政、科技、消
防、出入境、交管等9个办事大厅289
项公安业务，为群众提供在线预约、
网上办理、查询咨询等服务。便民服
务平台打通了网上实名认证、网上支
付、网上邮寄等办理业务各个环节，
群众不需要再到公安机关的服务窗
口，在网上便可办理，初步实现了“让
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的目标。

以往司机需要到交警部门排队
处理交通违法罚款，现在可在河南公
安“互联网+”便民服务平台处理所有
河南省已裁决的交通违法记录，在网
上缴纳交通违法罚款；群众在网上可
办理新生儿出生登记、购房入户、工
作调动入户、户籍迁移注销等 29项
户籍业务，还可在网上查询案件办理
进程，主要包括受案立案、采取强制
措施、案件办理进展等案件信息。

省公安厅有关负责人说，便民服
务平台综合应用了电子签章、电子档

案、网上审批、手机 APP等多种信息
技术手段，在审核、审批过程中，群众
的申请信息、提交材料均以电子文档
方式进行流转，所有审批材料真正实
现了网上审批。为确保群众第一次
使用即可办理成功，公安机关在每项
业务办理中均提供了操作指南，包含
详细流程、所需材料和样表，推行“外
网申请、内网受理、审批前置、检验后
置”模式，群众办事更快捷高效。

据了解，河南公安“互联网+”便
民服务平台 3.0 版正在建设中。今
后，凡是能够应用互联网解决的公安
业务，全省各地公安机关将尽可能通
过互联网进行办理。③9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11 月 12
日，省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工作应急指
挥部召开会议，听取第四轮督导暗访
情况汇报，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副省
长武国定出席会议并讲话。

武国定指出，当前我省非洲猪瘟
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但随着外
部疫情增加，防控工作进入最关键时
期，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清严峻形
势，坚决克服松懈情绪和麻痹思想，
持之以恒抓好防控工作，巩固提升现
有防控成果。下一步，要持续抓好严

密防控，重点做好控猪、控肉、控泔、
控检、控宰和生物隔离等“五控一隔
离”工作，严控外省生猪入境、严控购
买加工来自疫区的猪肉制品、严控泔
水饲喂、严格检测检疫、严禁私屠滥
宰，继续做好生物隔离措施，严防新
的疫情发生；要从严从实开展督导暗
访，敢于较真碰硬，对督导暗访中发
现的不严、不细、不实作风和典型案
例要一抓到底，努力巩固我省非洲猪
瘟防控成果，确保省内猪肉市场供应
和生猪业健康发展。③4

全省289项公安业务可网上办

克服麻痹思想 严防新的疫情

前10个月全省环保系统
下达行政处罚决定8128起

□赵振杰

11月 5日至 10日，首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17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

3600多家企业，逾 40万名采购商聚会上

海，共同参加全球最大的“洋货集市”。

我省积极参与此次盛会，共组织

2800 多家企业和机构、近 9000 人共赴

大会。

这不是一次单纯的采买之旅，让

我们认清了与全球顶尖企业的制造和

服务水平之间的差距；这更不是一次

单纯的开眼界之旅，让企业看到了全

球最先进的业界动态、最先进的管理

和服务经验。

作为经济大省，河南有 500 多万家

市场主体，企业有巨大的市场需求。进

博会上，智能机器人、新能源汽车、一些

航空领域的先进产品和技术悉数亮相，

为河南的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以

及其他行业的技术升级和产品升级提

供了学习、交流的机会。通过进博会，

企业可以采购自身需要的先进的生产

原料、生产部件以及加工设备，进一步

提升“河南制造”的品位和质量。

作为贸易大省，河南去年进出口

总额超过 5000 亿元，居全国进出口贸

易第一方阵。但是，河南也是一个贸

易顺差大省，有巨大的平衡空间。进

博会展示了先进的高端设备、高端装

备、高端技术、高端服务，为河南企业

提供了良好的采购机会，也为企业转

型升级、调整产品、优化产业结构提供

了重大的发展机会。

借助进博会，河南团在 11 月 7 日

举办了采购需求发布会，9 日举办了跨

境电商对接会。省交易团提供的资料

显示：河南团不仅斥巨资买了商品，同

时也签下不少技术和服务合同。

购买先进技术，对于加快河南产

业发展有着巨大的提升作用。河南是

中国重要的制造业大省，也是全球重

要的智能终端研发生产基地。河南装

备行业年主营业务收入超 1 万亿元，电

子信息产业年主营业务超 5000 亿元，

汽车整车产能达 110 万辆，新能源客车

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 30%。这些行

业增加成套设备、零部件特别是关键

技术的进口，可以进行消化吸收再创

新，推动全省产业转型升级。

同时，购买先进服务将对河南在新

时代建设贸易强省、扩大服务业对外开

放、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起到促进作用。

服务贸易已成为河南省对外开放的新

引擎，2017年全省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

80.4亿美元，居中部地区第 2位，其中进

口额 49.2亿美元。依托自贸试验区，河

南欢迎境外投资者来豫发展演艺娱乐、

文化创意、动漫游戏等服务产业，加快

河南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

大变革大调整，纵观国际经贸发展史，

“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学习、借

鉴，河南正以海纳百川的胸襟拥抱世

界，以先进为师，将先进技术、理念吸收

转化，实现创新性发展。参加进博会，

是河南坚持开放发展、创新发展的一次

生动实践，开放的河南正向世界庄严宣

示：河南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的脚步不会

停滞，河南促进传统产业升级换代的脚

步不会停滞，河南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

培育的脚步不会停滞。③5

进博会，为河南再开“机遇大门”

本报讯（记者 李点）11月 12日，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与河南日报报
业集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签约暨河
南省人大融媒体中心入驻仪式在郑
州举行。

河南省人大融媒体中心将接纳河
南日报报业集团下属各子媒人员的入
驻，并借助报业集团的中央厨房系统，
推进人大传统新闻宣传和人大网站、

“两微”等新媒体的深度融合，通过平
台、信源、渠道、人力、技术等方面的
机制创新，实现对宣传策划、产品分
发、资源调配等方面的统一管理。

近年来，省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
信息化建设，不断加强省人大门户网
站建设，建立和完善人大联系公众的
网络平台，积极探索服务代表履职和

协助代表联系群众的网络平台建设，
为建设“智慧人大”奠定了良好基
础。这次签约，标志着省人大常委会
办公厅与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战略合
作进入新阶段。

针对双方合作，省人大常委会办
公厅负责人表示，将以此次签约为契
机，注重“智慧人大”建设的前瞻性、
系统性、科学性、整体性、安全性，加
强信息化工作机构和队伍建设，突出
服务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各级人大
代表依法履职，高标准高质量打造

“一中心、一平台、多系统”相互融合
的信息化矩阵，实现全方位互联互
通、公众广泛参与的一体化在线服务
平台，不断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
时俱进。③5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与河南日报
报业集团联合打造“智慧人大”

□高山岳 摄影报道

11月 11日，洛阳市第九届红薯擂台赛在汝阳
县举行。近年来，该县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引
导农民在丘陵地区大面积种植耐旱、耐瘠的红薯，
种出来的红薯口感好，耐储藏，产量高，具有“面、
沙、香、甜”等特点。⑨3

红薯“打擂”

▲红薯雕刻的艺术品。
◀擂台赛上的红薯吸引了参观者的目光。

（上接第一版）
全省森林涵养水源 121.34 亿吨，

约相当于小浪底水库的库容；固定二
氧化碳 2391 万吨，相当于燃烧 1494
万吨标准煤排放的二氧化碳量；释放
氧气 1365 万吨，相当于 6200 万人一
年的需氧量；固土 2.39亿吨,减少土壤
肥力损失 1012.36 万吨,增加土壤氮、
磷、钾营养物质 40.95 万吨,吸收二氧
化 硫 、氟 化 物 、氮 氧 化 物 及 滞 尘
7809.64万吨……

据评估，2017年全省森林生态服
务功能价值达 2337 亿元，较 2007 年
增加1034.85亿元。

这十年，省级以上湿地公园增加
了 47个，林业系统自然保护区面积增
加了 100 多万亩，野生动植物得到有
效保护，我省 60%以上的物种在森林

中栖息繁衍。
培育生态林，筑牢中原大地的绿

色屏障，栽下经济林，建起脱贫致富的
绿色银行。

十年来，我省林业产业快速发
展。全省林业产值由2007年的841亿
元提高到2017年的1966亿元，经济林
总面积达 1621万亩，林木种苗和花卉
面积达 277 万亩，花卉种植面积居全
国第三位，全省建成了豫西苹果、信阳
茶叶、西峡猕猴桃、新郑内黄大枣、荥
阳软籽石榴、林州花椒等一大批特色
经济林生产基地，形成了许昌花木、洛
阳牡丹、南阳月季、开封菊花等花卉苗
木生产核心区。

森林旅游正成为重要的朝阳产
业、绿色产业和富民产业。依托森林
公园、湿地公园为代表的各类森林旅

游地，我省森林旅游蓬勃发展，游客量
位居全国前十。

省林业厅总工程师光增云说，十
年林业生态省建设，社会效益更加凸
显，有力推动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增
加农村就业。“造林就是造富，这十年，
平均每年提供 4560万个就业工日，年
增加就业价值52.93亿元，全省农民来
自林业的纯收入人均提高到 1021元,
年均增长13%。”

更为可喜的是，在播绿造绿的过
程中，生态文明的种子“种”进人们的
心田，崇尚生态、崇尚自然的良好社会
氛围初步形成。

林业生态省十年建设期满，我省
“绿量”大幅提升。但需要正视的是，
河南森林面积、人均森林面积、森林覆
盖率均排在全国 20名左右，森林资源

总量不足、分布不均，森林质量效益不
高，小树多、大树少,落叶树多、常绿树
少的现象普遍，生态产品供给和生态
公共服务能力与人民群众期盼相比还
有很大差距。

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指出，要
实施国土绿化提速行动，把植树造林
提到战略和全局高度，树立更高标准，
创新体制机制，着力打造绿量适宜、布
局均匀、网络完备、结构合理、功能完
善、稳定高效的生态系统。《森林河南
生态建设规划（2018―2027年）》已经
省政府批准后印发。

“五年增绿山川平原，十年建成
森林河南”，蓝图已绘就，号角已吹
响，让我们一起努力，植绿护绿爱绿，
共同描绘浓墨重彩的美丽河南新画
卷！③4

十年“绿”出新河南

11月 12日，西峡县太平镇黄石庵村药农在采摘成熟的山茱萸果。该县
山茱萸种植总面积达22万亩，其中挂果面积13万亩，年产量达1800吨，20
万农民从中直接受益。⑨3 王玉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