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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5 年来，全
市共完成造林
101 万 亩，森
林抚育和改造
50万亩。

101
万亩

●● ●● ●●

本报讯（记者 宋敏）11月 26日，郑州
地铁举办的“创新之路”成果展在紫荆山
站举行，集中展示郑州地铁近年来在科技
创新方面取得的成果。

记者在现场看到，整个展区共展出80
余项创新成果，乘客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
二维码获取语音讲解，而VR体验装置、创
新模拟游戏等交互式体验设备也吸引了
大批乘客驻足体验。

其中，正处于研发阶段的刷脸进闸机
新科技引起人们的关注。据介绍，以后，
乘客只需用身份证、银行卡在机器终端上
进行人脸识别绑定注册，每次到闸机前，
摄像头就会自动识别出乘客的身份、开闸
放行，出站时再自动识别、完成出闸扣
费。这一技术可解决乘客忘记带卡、排长
队买票进站的烦恼。

此外还有感应式自动报警驱鸟器。
原来，郑州地铁城郊线部分为地上线路，
不少接触网线杆也在地面，经常引来鸟类
筑巢和停落，引发故障，影响地铁正常运
营。工作人员发明的感应式自动报警驱
鸟器，依靠声波判断鸟类是否靠近，一旦
有物体靠近，便会发出忽大忽小的呼鸣声
驱赶鸟类，确保行驶安全。

本次展览将持续到12月 2日。③4

本报讯（记者 陈慧）记者 11月 26日
从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孟津管
理局获悉，在黄河湿地会盟段核心区，工作
人员日前发现一只世界珍稀鸟类火烈鸟，
这是近年在我省野外首次发现火烈鸟。

一般在动物园才能见到的火烈鸟，竟
然出现在孟津黄河湿地。虽然距发现已
经过去一周，保护区孟津管理局高级工程
师马朝红还是很兴奋:“我们站在远处连
续观察了2个小时，它一会理理羽毛，一会
弯腰觅食，状态很好，飞起来时能看到红
色的飞羽，非常漂亮。”

火烈鸟主要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地
区，包括南北美洲、加勒比海和加拉帕戈
斯群岛、非洲、欧洲南部、西南亚、中东和
印度次大陆等。野生火烈鸟在中国极为
少见，迁徙路线几乎不经过中国。近年
来，在国内只有零星发现记录。

火烈鸟经常成群结队出现，这只看起
来有点孤单的火烈鸟从何而来？

马朝红说，来源还不能确定。孟津湿
地距山西运城较近，2015年冬季运城盐湖
来了两只火烈鸟，定居后种群扩大到八
只，不确定是不是从那里飞过来的。当
然，也不排除这只火烈鸟是在中亚繁殖种
群迁徙中迷失的个体，或者是人工饲养个
体逃逸。③4

本报讯（记者 周青莎 通讯员 孔庆
贺）11月 26日，记者获悉，省高级人民法
院出台《关于加强国有僵尸企业破产审
判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明确提出探索由个别基层法院集中受理
案件、加大对管理人的督促和支持保障
力度等更具操作性的规定，推进全省国
有“僵尸企业”破产案件及时高效办理。

破产案件的审理一般按照注册登记
地管辖，但是国有“僵尸企业”破产审判
案件专业性强且分布不均，为此，《意见》
要求全省各级法院畅通受理渠道，合理
配置审判任务，对于债权债务关系复杂、
审理难度大的案件，以中级法院集中管
辖为主；其他关系简单、审理难度较小的
案件，主要由基层法院管辖。

记者了解到，破产管理人产生目前
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指定清算组为管理
人，清算组成员多由政府部门如企业上
级主管部门以及工商、税务部门工作人
员组成，多适用于国企破产案件；另一种
是由社会中介机构比如律师事务所、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评估机构等组成，多适
用于民营企业破产案件。我省已经建立
破产管理人名册，某个案件由谁担任破
产管理人，一般从名册中摇号或随机抽
取产生。在监督指导管理人工作方面，
《意见》要求法院加大对管理人的督促和
支持保障力度，监督管理人正确履职，将
清算组履职情况及时向主管部门反馈，
对履职不力、严重影响工作进度的，可以
批评督促或依法予以更换；对中介机构
担任管理人的，将相关工作情况作为管
理人升降级、淘汰增补的主要依据。

此外，在债权申报审查方面，《意见》
要求受案法院及时通知债权人，合理缩短
债权申报期限，对于中小型国有企业，可
根据实际情况，缩短甚至采用最短申报期
限。要依法审查、确认、充分保护职工债
权，防止弄虚作假，夸大职工数量、债权数
额，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在破产财产处
置与分配方面，要求资产评估限期进行，
不得高值低评或低值高评。③3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11月 26日，省
气象台预测，本周我省以晴天间多云天气
为主，并有两次冷空气影响我省。

11月 27日，在地面冷高压的作用下，
我省大气扩散气象条件转好，北部、东部
为轻度霾天气。不过，29日和12月 1日弱
冷空气扩散还会造成传输影响，大气扩散
气象条件较差（4级），北部、中东部将再次
出现中到重度霾、其他地区轻到中度霾。

周二（27日）受冷空气影响，最高气温
下降6℃左右；周内其他时段气温较平稳，
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12℃至16℃之
间。周五（30日），全省偏北风4级左右。预
计全省周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1℃至
2℃。周内极端最低气温：北部、西部山
区-3℃至-1℃；其他地区1℃至3℃。③6

珍稀火烈鸟野外出镜

体验刷脸进闸机、感应式驱鸟器

郑州地铁邀你长见识

冷空气前来驱霾

国有“僵尸企业”破产审判
实施意见出台“加强版”

管理人履职不力
将“下课”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光影40年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通讯员
白秋津）11月 25日，平顶山冬季植树
造林活动刚刚过去，在位于郏县莲花
山景区的东蛇山上，新栽植的万余棵
五角枫、大叶女贞、侧柏等树苗整齐
排列、迎风挺立。

“近5年来，全市共完成造林101
万亩，森林抚育和改造 50万亩。今
年我们在省政府下达造林任务 11万
亩的基础上自我加压，安排造林任务
23.27万亩，实际完成造林任务29.08
万亩。不久前，平顶山市成功通过了

‘国家森林城市’的复查。”平顶山市
林业局负责人告诉记者。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林业建
设是事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性问题。近年来，平顶山立足于资源
型城市的特点、生态环境脆弱的实际
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以绿色和
生态文明理念为引领，加快推动国土
绿化和森林城市、园林城市建设，着力
书写“山绿、水清、天蓝”的大美画卷，
打造宜居宜业的生态绿城，使绿满鹰
城成为高质量发展的亮丽“底色”。

以林业生态建设为重点，平顶山
把生态廊道建设作为年度造林绿化
的“一号工程”，重点对高速公路、南
水北调、农田林网等进行绿化，不断
增绿增景。高速公路、县乡道路两侧
按 50 至 100 米标准进行绿化；南水
北调干渠两侧栽植防护林和油用牡
丹，打造融绿化美化、产业经济、观光
旅游为一体的生态景观林带；道路两
侧 15米内栽植栾树、大叶女贞等林
木，建设覆盖全市 350万亩平原农田
的高标准防护林网……

如今，层次多样、结构合理、功能
完备的道路生态廊道初步形成。平
郏快速通道两侧，宽阔的生态廊道内
满目绿色，乔木与灌木搭配，实现了

“春有花、夏有荫、秋有彩、冬有绿”；
而在市区内，通过植物层次配置、优

化空间结构等，道路两侧绿化焕然一
新，营造出了“远乔、近灌、低花草、三
季有花、四季常青”及花叶满城的四
季植物景观。

在推进生态廊道建设的同时，平
顶山以 123 万亩的国家储备林项目
为抓手，不断推进山顶公园升级改造
和矿山公园建设，打造绿线为网、绿
带贯穿、绿岛为邻、绿林围城的生态
系统，构筑起一道道“水绿交融生态
美”的绿色屏障。

据统计，目前全市有林地 312万
亩，林木蓄积量 890万立方米，森林
覆盖率 33.2%，建成区城市绿化覆盖
面积和绿地总面积分别达 2704 公
顷 、2448 公 顷 ，城 区 绿 化 覆 盖 率
43.85%，城市绿地率39.42%，人均公
园绿地面积12.66平方米。

从以煤而立、因煤而兴的资源型
工业城市，到如今的国家森林城市、
国家园林城市，平顶山“城镇村庄绿
岛镶嵌、山地丘陵绿衣相披、道路水
系绿网相织”的山水森林城市景观正
逐渐形成。③5

□本报记者 陈更生 本报通讯员 张培林 摄影报道

改革开放 40年，河南山村的商品流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过去，豫南山村交通不便，群众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多数靠挑担
游乡的货郎，那拨浪鼓的声音犹在耳边回响。今天，山里人开着小
轿车到集市上兜售商品，还有人开起了网店，坐在家里用手机销售
商品。⑨6

上图 1983年，豫南山村挑担游乡的货郎。
左图 2018年11月16日，豫南西峡县山村网店的经营者在

忙着发送商品。

昔有游乡货郎 今有山村电商

在孟津黄
河湿地觅食的
火烈鸟。②26
马朝红 摄

森林覆盖率达33.2%，“国家森林城市”复查过关

绿色屏障提亮鹰城发展“底色”

本报讯（记者 陈慧）记者从11
月 26日召开的全省实施国土绿化
提速行动建设森林河南推进会议
上获悉，生态廊道绿化是实施国土
绿化提速行动的重中之重，今明两
年，我省将完成 11882公里、104.5
万亩的廊道绿化任务。

今明两年，我省要重点推进
“三纵五横”骨干廊道绿化工作。
“三纵”指南水北调干渠沿线、京港
澳高速、大广高速，“五横”指黄河、
淮河、连霍高速、沪陕高速、宁洛高
速。廊道绿化的标准要求非常高，
黄河干流、淮河干流两侧各 500米
以上，南水北调中线干渠两侧各
100-200米，高速公路两侧各 100
米以上。同时，要注重高标准、高

起点、高品位，推动廊道绿化向多
彩、美化升级。

据悉，对已建成的生态廊道，达
不到建设标准的，要按标准提升。
今年的国家级、省级工程造林计划、
国家储备林建设项目等各类林业项
目和资金将向廊道绿化倾斜，确保
重点高速公路和南水北调沿线廊道
建设任务完成，黄河、淮河廊道绿化
卓有成效。

完成森林河南建设宏伟目标
关键在于实施国土绿化提速行
动。从今年开始，我省决定每年固
定开展冬春两次全民义务植树活
动，动员更多干部群众参与国土绿
化，形成千军万马齐上阵、生龙活
虎搞绿化的良好局面。③9

今明两年我省将绿化廊道万余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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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杜福建 黄金山

“郑州桐柏商会资助我800元，再
加上政府精准扶贫支持的1000元，今
年没有因为学费发愁。”日前，桐柏县
实验中学高一学生焦雨面对记者采访
高兴地说道。

截至目前，郑州桐柏商会已为桐
柏全县考上高中的281个建档立卡贫
困户学生每人资助 800元，帮助他们
解决了交学费难题。而这只是桐柏县

“同心助教”工程添彩脱贫攻坚的诸多
“镜头”之一。

近年来，桐柏县坚持把教育扶贫
作为优先发展的民生工程摆上重要位
置，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同心助教”，助
力教育振兴，产生了“众人拾柴火焰
高”的捐资助教助学热潮。

“仅仅依靠桐柏县内的资源是不行

的，要发动所有能发动的力量来支持教
育事业发展。”桐柏县委常委、统战部部
长王磊多次强调，要发挥统战优势，广
泛发动统一战线人士捐资助学。该县
积极发挥异地商会的作用，发动北京桐
柏商会连续6年分春秋两季捐款资助贫
困学生，捐款金额已累计达到550多万
元，帮助3000多名高中和中小学生解
决燃眉之急。郑州市桐柏商会、南阳
市桐柏商会等组织捐款捐物达190多
万元，重点支持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学
生……桐柏县建立起捐资助学长效机
制，成立了桐柏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把中小学生“两免一补”、高中贫困学生
资助金、中等职业学校涉农专业资助
金、大学生生源地贷款等项目资金全部
集中起来，不让一个学生因为贫困而辍
学。与此同时，桐柏县每年动员企业家
和在外成功创业人士对 30 名考入

“985”“211”的优秀贫困学子进行一对

一帮扶，实行重点育才工程。
在抓好基础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

的同时，桐柏县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助力
教育发展，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学前教
育。江苏上善教育集团投资近1亿元的
盘古实验学校2016年开工建设并投入
使用，投资2000多万元的淮北新区幼
儿园快速发展；投资1000万元的智龙
幼儿园也已建成投入使用。县政府投
资2000多万元对原桐柏一高老校区进
行了升级改造，建成了桐柏县职业教育
中心……初步形成了职前、职后相沟通
的职业教育体系，5年来，有2026名职
业高中学生毕业，全部实现了就业。为
企业培养了874名技术工人，开展特色
种业种植养殖培训30多次，培训人数
达3000多人，被河南省教育厅命名为
河南省职教强县。近年来，全县教育教
学质量稳步提高，通过了全国义务教育
发展基本均衡县验收。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杜福建 刘燕滨 杜腊梅

“保勉为我家提供优质茶苗，指导
我种下 4亩茶园，今年已有 3亩开始
产茶，现在茶园收益加上在合作社务
工收入，我每年能挣2万多元，实现了
脱贫致富。”11月 23日,正在对茶园进
行冬季整修的程湾镇石头庄村村民郑
永军，谈及桐柏黑明寺茶叶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郑保勉对他的帮助，曾因残
致贫的他感动不已。

在石头庄村，像郑永军这样通过
种茶实现脱贫致富的村民目前已达
40余户。昔日的石头庄，地处深山、
一穷二白，群众守着青山难赚钱，苦于
脱贫无门道。如今在郑保勉等人的带
动下，该村已发展起茶园 8000亩,年
产干茶 5万余斤,实现户均年增收近
万元。

“目前，全县茶园总面积达到 11
万亩，涉及全县 14个乡镇的 87个村，
其中贫困村 36个，茶园开采面积 6.2
万亩，茶叶年产量1860吨，产值5.5亿
元。全县共有茶叶龙头企业20余家，
茶叶专业合作社40余家，茶产业从业
人员达 53000余人。桐柏荣获‘有机
茶乡’称号。”桐柏县委书记莫中厚告
诉记者。

素 有“ 中 原 茶 乡 ”之 称 的 桐 柏
县，将茶叶作为扶贫产业之一，对有
意愿新建 5 亩（含 5 亩）以下茶园基
地的贫困户，由乡镇（集聚区）免费
为贫困户提供茶树良种，经验收合
格，按当年茶苗、茶籽市场价一次性
全额补贴给乡镇（园区）。在贫困
村、茶产业经济带新建成集中连片
50 亩（含 50 亩）以上茶园基地的大
户、企业、合作社，达到规定条件的，
经验收合格，对茶苗一次性给予每

亩 1500 元的良种补贴。2017 年新
发展茶园近 5000 亩，进一步夯实了
茶产业扶贫基础。

与此同时，该县倾力打造茶产业
特色旅游扶贫经济带，推动茶产业链
条由饮用为主向吃、用、观赏等多领域
转变，拓宽增收渠道，仅旅游一项就为
当地贫困群众人均增收 1000 元以
上。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
农户（贫困户）”的产业化发展之路，带
动贫困群众茶园增收、土地增值、就业
增加，将再为贫困户每年户均增收
4000元。

近年来，随着“桐柏红”“桐柏茯砖
茶”的研制成功和畅销，桐柏夏秋茶鲜
叶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目前，桐柏茶园
实现了春、夏、秋三季采茶、制茶收入，
单产亩收入达7000元左右，其中高产
茶园每亩收入达 10000元以上，茶产
业持续扶贫后劲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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