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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近期，根据
环境预报，我省各地启动了重污染天
气预警，应对来临的大气污染过程。
那么，各地管控到位了吗？管控清单
上的企业减排到位了吗？使用大数据
技术，分析在线监控废气排放量、用电
量等变化情况，就可以判断减排是否
到位。

1月 6日，在重污染天气分析研判
视频会议上，省环境监控中心、国网河
南省电力公司等有关负责人分别通报
了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得到的结果。

根据我省 2018年 11月份以来废
气监控企业污染物排放趋势分析，
2018年 11月初全省废气污染物每日
排放总量为 425吨左右，11月 15日实
施重点行业错峰生产后，总量最低降
至 287 吨，之后又上升到 382 吨。12
月 8日、12月 28日两次启动重污染天
气预警后，全省废气污染物排放量均
呈下降趋势，排放总量又降至 280 吨
左右，工业企业错峰生产和应急管控
取得减排效果。

省环境监控中心分析 2018 年 11
月以来的各地数据发现，安阳、焦作、
南阳、信阳等市在工业企业错峰生产
和应急管控期间，废气监控企业污染
物排放量下降趋势较明显；郑州、洛
阳、商丘、济源、鹤壁废气污染物排放
量大，均大于10吨，在工业企业错峰生
产和应急管控期间，废气监控企业污
染物排放量下降趋势不明显；濮阳市
不降反升。

近期的情况，也看得清清楚楚。
1 月 5日，全省废气监控企业污染物排
放量为239.1吨，比预警前减少39.9%。
当天，18个省辖市管控企业污染物排放
量均较预警前减少，其中郑州等 16市
减少比例大于 30%，鹤壁、南阳 2市减
少比例在10%至20%之间。

1 月 5 日在线监控系统还发现了
个别企业存在的问题。河南恒益新能
源有限公司、洛阳诚燃热力有限公司、

河南恒裕炭素有限公司、修武县金鑫炉
料有限责任公司、义马环保电力有限公
司等 5家废气监控企业污染物超标排
放；平顶山瑞平石龙水泥有限公司、安
阳豫鑫活性灰石有限责任公司、河南汇
丰管业有限公司、滑县王庄镇龙村新型
节能建材厂、汤阴县亨通建材有限公
司、安阳金方冶金有限公司等6家企业
应停产而未停产到位；有 25家管控企
业排放量较预警前上升，其中，三门峡6
家、安阳5家、鹤壁3家、平顶山2家、济
源2家，其余省辖市共7家。

企业用电量的变化，也从一个侧
面反映了错峰生产和应急管控的落实
情况。与2018年 11月 14日用电量相
比，2019 年 1月 5日全省错峰生产企
业用电量下降 40.46%。其中，漯河、
三门峡、商丘、鹤壁、周口5个市错峰生
产企业用电量下降幅度超过 70%，濮
阳、驻马店、郑州、许昌、焦作、开封、洛

阳、济源、安阳 9个市错峰生产企业用
电量下降幅度超过 30%，其余 7 个市
错峰生产企业用电量均不同程度下
降。

与 2018 年 12 月 8 日首轮预警启
动时用电量相比，2019 年 1月 5日全
省应急管控企业电量下降 36.29%，说
明全省各市自首轮预警启动至今，应
急管控企业用电量一直处于低位运
行；通过2019年 1月 5日与 2018年 12
月 28日电量分析比对，全省电量下降
2.44%。分析1月 5日各地应急管控企
业用电量，郑州电量增幅9.50%。对郑
州停限产异常企业电量进行分析，筛
选出疑似异常用户4家，涉及电量增加
116万千瓦时。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有关负责人
表示，目前我省已经实现了管控企业
用电情况小时级跟踪分析，即每小时
可将管控企业前一小时用电负荷、电
量信息同步报送省生态环境厅，并形
成管控企业用电负荷、电量分析信
息。③9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司马连竹
本报通讯员 王松林

“现在正是月季扦插忙季，天天
干不完的活，我每天都能挣两三百
元。”1月5日，南阳市卧龙区石桥镇宋
营村贫困户宋连珍正在田里为花苗嫁
接。隆冬时节，她却忙得额头冒汗。

农闲时节，有“中国月季之乡”之
称的石桥镇周边田间却是一派繁忙
景象。这里有全国最大的月季种苗基
地，几乎家家都种植月季。从上世纪90
年代至今，石桥镇月季产业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种植面积突破万亩，年销量、
出口量均占全国的 80%，年产值达 3
亿元以上。

改革开放以前，石桥镇土地种植
结构单一，缺乏支柱产业，当地农民
守着土地“望天收”，享誉中原的“银
石桥”一度沉寂下来。

1982 年前后，石桥镇下河村的
李文鲜、赵国有等人，尝试将月季从
庭院引种到大田里。经过十余年的
发展，两人成立的月季集团和月季基
地逐渐在当地形成规模，石桥月季开
始小有名气。

“石桥月季从抱团种植到自主销
售，再到现在转型深加工，都是尝试
出来的。”中国月季交易网负责人王

超告诉记者。1997 年，他涉足月季
产业，瞄准的正是逐渐旺盛的市场需
求：“那时天天有广州、昆明等地的商
人到镇上买花苗，一走就是一大车。”

当年，石桥镇政府牵头整合了13
家月季种植园，组建了占地 10亩的
南阳月季基地有限公司，配套建成科
研办公设施，促使当地月季产业逐步
向正规化发展。

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的消息给
石桥月季花农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奥运会这样的大型工程建设离不了
花木绿化。”王超等人带着花苗样本
上北京，开始把石桥月季销往全国。

经过不断实践创新，石桥月季形
成了 1200 多个品种的庞大家族，年
销售月季苗木 9000 多万株，生产出
了月季红酒、玫瑰精油等高附加值产
品。2010 年，第一届石桥月季文化
节举办，当年被国家林业局、中国花
卉协会命名为“中国月季之乡”。如
今，由南阳市政府主办的月季文化节
已经成为当地的一张名片。

据了解，如今石桥镇月季产业通
过“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带动
当地 4000余户农民增收致富，辐射
周边乡镇种植 5000 亩以上。今年
春季世界月季洲际大会将在南阳市
举办，石桥月季将迎来新的发展机
会。③5

本报讯（记者 栾姗 实习生 付
星滢）1月 6日，记者从河南电子口岸
有限公司获悉，2018年河南“单一窗
口”完成跨境进出口申报单量 2127
万单、货值 24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31%、93%，双双创历史新高。

2018 年，河南电子口岸有限公
司立足新郑综合保税区，以企业需求
为导向，持续优化河南“单一窗口”跨
境电商系统架构，丰富功能模块，联
合菜鸟、云集、京东等跨境电商龙头
企业，对跨境系统进行三次大型压力

测试，验证系统峰值处理能力和持续
稳定性，将日承载能力由300万单/天
提升至500万单/天，有效保障了跨境
电商企业“6·18”“双 11”活动的极速
通关需求。

河南电子口岸有限公司有关负责
人表示，河南“单一窗口”平台出口退
税功能上线后，架起了海关、税务等
部门之间的“数据桥梁”，进一步优化
河南跨境电商业务结构，让“网上丝
绸之路”越来越便捷，向着“买全球、
卖全球”目标扎实迈进。③4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基层行·乡镇篇大数据助力我省大气污染治理
石桥镇：月季花开富民路

我省“单一窗口”综合指标创新高
去年申报单量2127万单、货值24亿元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1月 4日，中国儿童少年基
金会联合郑州市和勤青年志愿
互助中心与共青团登封市委，
为登封市颍阳镇第五小学和君
召乡海渚小学 542名孩子送上
“HELLO小孩”爱心套餐，该套
餐包括口琴、彩笔、雨伞等 18
种学习生活用品。中国儿童少年
基金会还组织了成长陪伴活动、
综合素质培养课程等，让孩子们
感受来自社会各界的关爱和力
量。⑨3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爱心套餐
送儿童

□本报记者 李冰 本报通讯员 王秋红

——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勇担重责践行健康中原使命

让疑难危重症患者看病不再难

“病人术后恢复状况良好，没有任何术
后并发症发生。”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肝胆
胰外科主任丁兆武介绍，“郑院士的手术理
念及饱满的工作状态让大家印象深刻。”

“手术由院士亲自主刀，俺是从来都没
敢想过。院士是什么意思俺也是手术前网
上查了查才知道的。”肝肿瘤患者张先生的
家属感慨地说，“太感谢郑州市第三人民医
院了，这样的机会小老百姓谁敢想呀。”

在“护佑健康 院士专家郑州行”活动
中，中国工程院院士、树兰医疗集团创始人
之一郑树森主刀为我省肝肿瘤患者张先生
实施了切除术，手术全程在4个直播点为慕
名而来的郑州市及省内医务人员进行了示
教。术后，郑树森院士又及时返回到直播
主会场，与大家进行了现场交流。手术实

施的同时，义诊活动在三院门诊大厅有序
进行，200余名提前预约的疑难病患者直接
接受院士及其团队的亲自诊断。

“这么高端的专家为我们义诊，对我们
来讲就像是溺水前抓住了一个救命的木
头。我太感谢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了。”李
女士的丈夫罹患复杂性肾病，在等待义诊
时她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如果没这样的机
会，我们要跑多少地方呀，还未必能见到大专
家。”

在黄河迎宾馆主会场，以树兰医疗集团
院士、专家担任主讲人的学术交流会由上午
8点整一直持续到下午 1点多，参加论坛的
我省医务人员纷纷表示大开眼界、收获良多。

“此次活动的成功开展标志着三院与树
兰的合作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李安州说。

“护佑健康 院士专家郑州行”活动包
括院士专家论坛、手术演示和大型义诊等
内容，这是双方合作中的机动性安排。据
了解，树兰医疗集团自双方签约起就开始
全方位收集材料，将针对医院整体工作进
行相对全面的摸底调查，为实现合作目标
制定有的放矢的计划步骤。

“合作内容基本上按照两条线走，一方
面从医院整体进行全面了解、分析、把握，
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将在不
同的节点，以义诊、学术交流、专家常驻等
方式，让群众持续地享受合作红利。”树兰
医疗集团派驻医院的执行院长助理周修子
介绍，“树兰医疗集团的顶尖专家以后将有
更多机会与河南的老百姓见面。”

“院士可约、专家常驻”是双方合作中

与群众就医直接相关的承诺，同时，依托树
兰医疗集团丰厚的医疗资源，郑州市第三
人民医院多学科联合诊疗平台、名医工作
室、院士工作站等的建设工作已经逐步开
始实施。郑州市三院医务人员也将定期派
往树兰医院进行培训与学习。我省疑难危
重症患者在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享受院士
团队的诊治将成为常态。

郑州市卫计委创新引智，引进了高端
医疗团队为破解郑州医疗资源“倒三角”分
布格局作出了积极探索。相信在多方共同
努力下，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与树兰医疗
集团的合作一定会取得硕果，有效改善我
省大多数疑难病患者全国四处奔波求医的
现状，有力促进郑州市医疗卫生事业持续
均衡、充分发展。

2018年 12月 22日，一场有 5位

院士以及十多位知名专家参与的“护

佑健康 院士专家郑州行”活动牵动

了很多人的心。这是我省近年来规模

与规格较高的学术活动、义诊活动。

2018年 10月 27日，以河南招才

引智创新发展大会的召开为契机，郑

州市第三人民医院与树兰医疗集团的

合作正式拉开帷幕。“护佑健康 院士

专家郑州行”活动是双方合作后的第

一次精彩亮相。与此同时，一个影响

郑州市乃至全省疑难危重症患者就医

习惯的项目正紧锣密鼓地推进中。

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成立于 1905
年，历经百余年沧桑，始终恪守着救死扶
伤、治病救人的神圣使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吹响了建设健康中国的时代
号角。2017年，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

民政府发布《“健康中原 2030”规划纲
要》，从战略层面对解决关系健康的重大
和长远问题进行统筹和部署。推进健康
中原建设，是我省医疗卫生系统共同的
使命。

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作为郑州市肿

瘤医院和郑州市肿瘤区域医疗中心建设
单位，在此关键时期，毅然确立了以创新
驱动发展，以新时期党和政府以及广大人
民群众对于健康生活的新期待为目标，为
解决区域疑难危重症患者就医难做出实
际行动。

勇担重责高标定位 以创新破题攻坚

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拥有着辉煌的历
史。其中，泌尿外科、血液科、肿瘤科拥有较
高的行业知名度。2012年以来，郑州市第三
人民医院又迎来了新的考验。随着城市发
展地理环境的变化，老院区交通拥堵严重，发
展备受束缚；占地305亩的北院区建设规划
迫在眉睫，南北院区如何实现协调发展，成
为新任领导班子亟待理清的思路。

郑州市作为省会城市，省级大医院林
立，市级医院也不泛佼佼者。以郑州市第三
人民医院在郑州市医疗格局中的定位，想要
实现快速发展将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然而，历经一个世纪以来的沉淀，郑州市第
三人民医院凝炼了“生命所系、责比天大”的
医院文化，全院职工上下一心都期待着医院
发展新转折点的到来。

医院领导班子结合医院实际，充分调
研、分析郑州市及我省医疗资源的分布格
局，最终确立了为郑州市疑难危重症患者提
供医疗保障的目标，更好地解决区域内群众
就医问题，这一发展定位与郑州市医疗卫生
事业的发展大局高度吻合，得到了郑州市卫
计委的有力支持。医院领导班子经多方调
研、考察及磋商，确立了以创新引智促进医

院新发展的战略思路。
“与国内拥有优质医疗资源的医疗集

团、单位达成合作，是迅速提升医院医疗服
务能力实现弯道超车的有效途径。”郑州市
第三人民医院院长李安州介绍，“医院最终
确定了与我国民营医疗标杆‘树兰医疗集
团’的合作。”

树兰医疗集团拥有签约院士 52 名和
1000余位著名专家，是由中国工程院院士
郑树森、李兰娟发起创办，社会力量参与，采
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通过互联网和移动医
疗等技术手段，围绕“全人全程”健康服务理

念，以“高水平的专家、高质量的医疗、高品质
的服务，实现国际化、智能化、标准化、人性化
的现代化医院，做到让患者满意、职工满意、
政府满意”为办院方向的大型医疗集团。

树兰医疗集团优质的医疗资源、灵活的
合作方式，让其与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的合
作意向顺利达成。双方合作得到了郑州市
政府的大力支持，在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
大会“智汇郑州”专场，树兰医疗集团分别与
郑州市卫计委和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正式
签署合作协议，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的发展
迎来了全新局面。

务实高效履职尽责 以惠民推进合作

李兰娟院士在门诊为预约患者诊断

郑树森院士手术演示直播主会场

预约患者在门诊等待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