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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不老志弥坚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通讯员 刘

宏冰 曹良刚）“这个会开得太及时
了！建设森林河南的决策太英明了！

‘三增四转五统’的路子太正确了！”
11 月 15 日，指着《河南日报》14 日一
版刊登的关于“实施国土绿化提速行
动建设森林河南动员大会召开”的消
息，商城县黄柏山林场场长纪道宝一
连用了三个“太”字，来表达自己激动
的心情。

今年 5月 21日本报头版以《青山
不老》为题，报道了黄柏山三代林场工
人矢志不移，扎根大山深处，坚守绿色
梦想，用青春和生命，染绿了一座座荒
山，写下了撼人心魄的“不老”传奇后，
在全社会引发强烈反响，更坚定了每
一位黄柏山人爱绿、植绿、护绿、兴绿
的信心和决心。

青山不老志弥坚。年初至今，他
们抢夺天时，已完成新造林 500亩、栽
树 21.5 万株、抚育森林 1.6 万亩、培育
珍稀树种 2100亩、新建生物防火林带

460 亩 、砍 扫 防 火 道
1460亩、绿化林区道路

廊道8公里的艰巨
任 务 ，2018 年 度

3600亩欧
投 项 目

抚育改培工程任务也顺利通过省级检
查验收，全场人员持续奋战在“增绿
量、增容量、增效益”的林业生产中。

7月 4日，为期3天的“中国森林可
持续管理提高森林应对气候变化能力
项目”培训班在这里举行，中国林科院
研究员兰再平情不自禁地赞叹：“我差
不多走遍了各地国有林场，黄柏山林
场人工林抚育水平全国罕见，不愧为
全国森林经营样板基地！”

林间穿行，冷雨袭来，顿感衣衫单
薄。记者走进筲箕垱林点，温暖扑面
而来。林场工人朱贤银高兴地说，今
年9月份前，林场为他所在的护林点盖
起了新房，厨房、餐厅、洗澡间一应俱
全，生活条件空前改善。“如今能享受
到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设施，我们可
真是住在福窝里了。要不拼命干活，
咋有脸见人啊！”朱贤银说。

据介绍，在上级支持下，黄柏山林
场决定在 3年内改造完成所有基础设
施落后的护林点，并逐年提高工人待
遇。今年起，他们规划启动智慧林区
建设，坚持向科技要效益，向“生态+”
要效益，努力实现“从生产建设向生态
建设转变、从林木经营向森林经营转
变、从林业经济向林区经济转变、从粗
放增长向集约增长转变”的目标。

“今年起，我们配合中国林科院在
黄柏山上开始为期两年的全国森林经
营样板基地森林多功能经营研究。”信
阳市林科所所长邱林表示，通过科学
指导林场工人间伐、抚育、补种补栽、
清理干扰树、培养目标树等多种措施，
探索将这片人工纯林，逐步干扰演替
为混交林或大径材培育林，恢复森林
多功能，实现从林木经营向森林经营
转变。

2007年，黄柏山林场与北京天时
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联姻”打造黄柏山
景区，为便于旅游开发和生态保护，县
里决定依托黄柏山林场成立黄柏山国
家森林公园管理处，将附近6个行政村
整体划归管理处管辖，同时赋予其社
会管理职能。

“管理处成立后，面对的首要课
题，就是由传统单一的森林生态建设，
迈向统筹推进森林、湿地、流域、农田、
村镇等综合生态系统建设。不可否
认，我们以前走过弯路，在跌跌撞撞中
一路向前。”纪道宝兴奋地说，“这下好
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省委省政
府建设森林河南的决策部署，为我们
指明了方向，黄柏山人一定会沿着这
条生态文明之路，坚定不移地走下
去。”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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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莽莽黄柏山中，一群林工扎根大

山深处，一代接着一代，坚守绿色梦想，

用青春和生命，染绿了一座座荒山。

与过去住工棚、喝溪水，甚至饿肚

子相比，而今，林场工人们生活条件大

为改善，让人欣慰。条件虽然好了，但

黄柏山人坚守绿色梦想，不畏艰难，积

极进取的精神没有变。

在新的起点上，黄柏山人启动智

慧林区建设，坚持向科技要效益，向

“ 生 态 +”要 效 益 ，努 力 实 现“ 四 个 转

变”，并由传统单一的森林生态建设，

迈 向 综 合 生 态 系 统 建 设 。 这 体 现 了

黄 柏 山 人 对 习 近 平 生 态 文 明 思 想 的

切实践行，及向更高目标迈进的雄心

壮志。

近日，我省吹响了建设森林河南

的号角。我们相信，绿满中原必将成

为出彩河南的靓丽底色。②10

本报讯（记者 冯芸）11月 16日，
省委宣传部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学
习传达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陕西省
委、西安市委在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
建别墅问题上严重违反政治纪律以
及开展违建别墅专项整治情况的通
报》，贯彻落实省委书记王国生在省
委常委会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
精神，对照反思、查摆问题，对进一步
严明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提出要求。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赵素萍主持会议
并讲话。

会议指出，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
建别墅问题是严重违反政治纪律、政
治规矩的典型，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深

刻认识这一问题的严重危害，保持警
醒、引以为戒，把树牢“四个意识”、践
行“两个维护”落实到实实在在的行
动上来，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会议强调，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放
在首位，把严明政治纪律、政治规矩
落到具体人和具体事，持续加强部机
关党的建设，压实“两个责任”，推动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始终
牢记宣传思想工作举旗帜、聚民心、
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职责使命，
不折不扣执行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力
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推动宣传思
想工作强起来。③4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 徐建勋）
11月 16日上午，郑州焦作融合发展
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郑州举行，省委
常委、郑州市委书记马懿出席。

近年来，郑州经济社会发展保持
了良好的态势，尤其是国家明确支持
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为郑州提供
了难得的发展机遇。焦作近年来深
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在经济结构转
型、产业提升、新型城镇化等方面取
得了显著成效，在全省的地位和作用
不断提升。郑焦两市顺应形势，紧跟
时代步伐，围绕推动融合发展，在促
进交通、产业、生态、旅游等领域协同

发展上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郑
焦融合发展的基础越来越坚实。

郑焦融合发展是省委、省政府着
眼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作出的重要
部署，有利于进一步提升“1+4”郑州
大都市区的辐射带动能力，对加快中
原城市群发展、支撑中部地区崛起具
有重要意义。郑焦融合发展合作协
议签约，标志着两市的合作进入了一
个新的阶段，为郑州大都市区建设注
入了新动力、拓展了新空间。

签约仪式上，郑州、焦作两市政
府签署了总体框架协议，两市有关部
门分别签署了部门间合作协议。③5

本报讯（记者 李宗宽 逯彦萃
通讯员 李建伟）院士工作站落户河南
一家民营企业。11月 16日，洛阳腾啸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院士工作站揭牌，
今后，该工作站将重点开展生物合成
法瓦斯消溶剂及应用技术的研发，加
快我国瓦斯消溶剂治理煤矿瓦斯、减
轻雾霾污染的产业化步伐。

据了解，瓦斯是煤炭开采的伴生物，
是导致矿难和雾霾的“元凶”之一。目
前，世界上治理瓦斯主要有瓦斯抽放、煤
层注水等传统方法，但是成本高、效果
差，导致煤炭采掘效率低。洛阳腾啸公
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瓦斯消溶剂研发、生

产、销售的民营企业，其瓦斯消溶技术于
2008年 2月获得国家发明专利。2014
年起，该企业与中国工程院院士张铁岗
团队进行技术合作，并在院士团队的指
导下，研制的瓦斯消溶剂先后在全国20
多个瓦斯突出煤矿开展连续性工业化试
验，瓦斯消除率达到99%。

揭牌仪式上，张铁岗告诉记者，该
企业研制成功的瓦斯消溶剂，是用生
物技术筛选、培育、驯化的一种绿色无
毒无害的液态嗜瓦斯菌，试验数据表
明瓦斯消除效果非常明显，可以解决
瓦斯安全威胁难题，同时大幅度减少
碳排放，减轻雾霾污染。③5

本报讯（记者 栾姗）11 月 16 日，
河南省 2018 年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
会议上，省发改委、省工商联联合发布
了 218 个重点领域项目清单，总投资
2626亿元。

民营经济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
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
座谈会上强调，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新征程中，我国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
能弱化，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走向
更加广阔的舞台。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工
作，今年9月份向民间资本公开推介了
11个重点领域项目，社会反响良好。此
次我省再向民间资本推介 218个重点
领域项目，是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
的具体体现，也是切实放宽市场准入、
破除投资隐性壁垒、优化营商环境，服
务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践。

从项目具体情况看，这批推介项
目涵盖了国家确定的补短板九大领
域，重点集中于城市建设、社会民生、
交通等方面。

交通领域项目18个，总投资316亿
元，主要包括沿大别山高速公路明港至
鸡公山段、G107线绕信阳市区段一级公
路、淅川工业园区铁路专用连接线、鹿邑
县通用机场、唐河复航社旗段等高速公

路、铁路、机场、水运建设项目。
水利领域项目 20个，总投资 193

亿元，主要包括袁湾水库、濮阳县生态
水系综合治理、泌水河治理、封丘县大
功引黄调蓄等重大水利工程、中小河
流治理项目。

农业农村领域项目 12个，总投资
56亿元，主要包括息县农村污水收集处
理、西峡县乡村振兴和人居环境提升、
内乡县方山精品民宿旅游开发等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农村产业融合项目。

城市建设领域项目 69个，总投资
1322亿元，主要包括郑州航空港经济
综合实验区安置区、许昌市示范区中
央公园两侧综合开发、汝阳县杜康文
化特色小镇、项城市新城区海绵城市
等保障性安居工程、城镇公共设施项
目。

生态环保领域项目 29个，总投资
173亿元，主要包括安阳市宝莲寺高端
商务区水生态综合整治、舞钢石漫滩
国家湿地公园、渑池县国家储备林基
地、宝丰县生态廊道绿化等水环境综
合治理、生态保护重点工程项目。

社会民生领域项目 70个，总投资
566亿元，主要包括罗山县灵山特色小
镇、西峡县银树沟旅游养生度假综合
体、济源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扩建、潢
川县人民医院迁建、固始县奥林匹克
体育中心等文化旅游、养老、教育、卫

生、体育项目。
这些项目具有多种优势：符合政策

导向，优先配置土地等要素资源；政府
主导推进，项目已纳入当地政府重大项
目建设计划；投资规模适度，2亿元至
10亿元项目占推介项目总数近六成；
民间资本参与时机比较成熟，项目计划

于今年四季度或明年开工建设。
省发改委主任何雄说：“对于本次

推介的项目，各地发展改革部门要做
好‘首席服务员’，会同有关部门进一
步明确支持措施，全力推动项目落地
实施，确保民间资本愿意来、进得来、
稳得住、能发展。”③5

赵素萍在省委宣传部专题民主生活会上强调

树牢“四个意识” 践行“两个维护”
推动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郑州焦作融合发展合作协议签约

我省发布218个项目清单，总投资2626亿元

重点领域再向民资发“邀请函”

又一院士工作站落户洛阳民企
指导研制的生物制剂可处理煤矿瓦斯和减轻雾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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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经省委研究的拟提拔任职
干部情况公示如下，请予监督：

王智慧，1968年 8月生，河南商
水人，在职研究生学历，哲学硕士，中
共党员，现任南阳市委副书记（2006
年 9月任副厅级），拟作为省委全面
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人选。

朱海军，1964年 5月生，河南武
陟人，大学学历，法学学士，中共党
员，现任省公安厅副厅长、党委委员
（2012年 11月任副厅级），拟作为省
公安厅常务副厅长（正厅级）人选。

张兴辽，1962年 12月生，河南内
乡人，大学学历，工学硕士，中共党
员，现任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党组
成员（2014年 11月任副厅级），拟作
为省自然资源厅厅长人选。

刘兴彬，1960年 4月生，河南舞
钢人，在职大学学历，工程硕士，中共
党员，现任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党组
成员（2008年 10月任副厅级），拟作
为省交通运输厅厅长、党组书记人选。

刘国栋，1965年 8月生，河南荥
阳人，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中共党
员，现任信阳市委副书记，市委党校
校长（2008年 9月任副厅级），拟作为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厅长人选。

吴忠华，1963年 11月生，河南中
牟人，省委党校大学学历，中共党员，
现 任 省 公 安 厅 副 厅 长、党 委 委 员
（2012年 12月任副厅级），拟作为省
应急管理厅厅长人选。

胡广坤，1962年 7月生，河南南
召人，大学学历，历史学学士，中共党
员，现任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副主任、党委委员（2006年 12月
任副厅级），拟作为省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人选。

李涛，1970年 5月生，河南邓州
人，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省政府
副秘书长、办公厅党组成员（2014年
7月任副厅级），拟作为省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人选。

张宇松，1962年 12月生，河南正
阳人，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中共党
员，现任省粮食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
（2004年 8月任副厅级），拟作为省粮
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党组书记人选。

王振伟，1963年 12月生，河南宜
阳人，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
现任省纪委驻省委组织部纪检组组长
（2006年12月任副厅级），拟作为省机
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人选。

冯先志，1962年 8月生，河南禹
州人，大学学历，农学学士，中共党
员，现任省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党
组成员（2012年 8月任副厅级），拟作
为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省金融服
务办公室）局长（主任）、党组书记人
选。

修振环，1960年 9月生，河北临
西人，省委党校大学学历，中共党员，
现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2008年 7月
任副厅级），拟作为省委党史研究室
主任人选。

公示期限：2018年 11月 17日至
2018年 11月 23日

监督电话：0371-12380
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
2018年 11月 16日

关于王智慧等12名同志拟任职的公示

微评

矢志不移
建设森林河南

11月 18日，第十二届中国摄影艺术节暨第二届三门峡白天鹅·野生动物国际
摄影大展将在三门峡市开幕，众多媒体和摄影爱好者将走进三门峡，关注白天鹅。
图为白天鹅在水中悠闲地觅食、嬉戏(11月12日摄)。⑨6 本报记者 陈更生 摄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东亮 焦莫寒）11月 16日上午，庆
祝《河南日报农村版》创刊 55周年暨

“三农”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在郑州
召开。副省长武国定出席会议并讲
话。

武国定指出，《河南日报农村版》
创刊 55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始终不忘党报职责，把握正确舆
论导向，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关于

“三农”工作的部署要求，唱响主旋
律，传播正能量，用“接地气、有底气、
聚人气”的新闻作品宣传党的方针政
策、传递基层群众呼声，在党和人民

群众之间架起了一座连心桥。
武国定强调，作为农业大省以服

务“三农”为己任的党报，《河南日报
农村版》要始终做到站稳政治立场、
坚持为民导向、正确引领舆论，牢牢
把握正确宣传方向；紧扣主题，重点
加强对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基
层组织建设的宣传报道，讲好河南“三
农”故事；创新方法，深入推进理念、内
容、手段、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创新，不
断提升新闻舆论水平；建好队伍，进一
步提升素质、恪尽职守、甘于奉献，展
示媒体人员良好形象。②19

庆祝《河南日报农村版》创刊55周年暨
“三农”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在郑召开

（上接第一版）以及明确参照执行的报
刊。其他各类报刊，均不得列入党报
党刊征订范围和征订文件。各级财政
部门要给予党报党刊订阅的经费支
持，创新经费保障的思路和办法，积极
探索长效订阅机制，各地要结合各自
的实际，大力推广将党报党刊作为公
共文化产品予以订购的做法。要加强
与邮政部门的协同配合，加强发行网
络的建设，优化投递的线路，增加投递
的频次，切实提高发行的时效。

会议进一步要求，要高度重视党
报党刊阅读使用的问题，各级党委宣
传部门要做好具体组织实施工作，通
过多种方式组织党员干部认真研读
党报党刊的重要政策解读、重点评论
言论、重头理论文章和重大主题报
道。各垂直管理行业系统、金融系
统、部队、高校、“两新组织”的主管部
门要将重点党报党刊订阅工作，作为
开展党建工作的重要手段，逐级做好
计划落实。③4 （本报记者）

2019年度全国党报党刊发行工作视频会议召开

水中天鹅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