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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童浩麟）3月 8日，
副省长武国定到开封市调研乡村振
兴和脱贫攻坚工作。

武国定查看了鼓楼区余店村的
民俗文化项目、祥符区西姜寨村的全
域国土综合整治项目和朱仙镇镇区
改造方案，对开封市“1+6”乡村振兴
示范区规划建设给予肯定。在尉氏
县十八里镇后滹沱村，武国定查看贫
困户健康档案、到户资金入股分红协
议书、贫困户精准扶贫明白卡等。武
国定还走进张市镇优质小麦高产高

效示范基地，查看小麦长势和病虫害
防治情况。

武国定指出，开封市要在乡村振
兴上大胆探索，坚持规划引领，优化
空间布局，把农村风貌和新农村建设
结合起来；坚持产业支撑，发展特色
优势产业，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要紧盯脱贫攻坚目标，重点解决
通组道路、厕所改造、垃圾处理等问
题，积极探索兜底保障和集中养老、
邻里养老、亲情养老、公益岗位养老
等模式，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③9

本报讯（记者 李运海）记者从近
日结束的 2019年全省自然资源工作
会议上获悉，我省自然资源系统牢固
树立大自然资源观、大国土空间观、
大生态保护观，坚持节约优先、保护
优先、自然恢复为主方针，强化担当
作为，深化改革创新，自然资源管理
取得积极进展，全省国家森林城市总
数，宅基地复垦券交易量和交易额，
处置盘活批而未供土地、闲置土地数
量，均居全国第一。

去年，省委、省政府召开实施国
土绿化提速行动建设森林河南动员
大会，各省辖市递交目标责任书，开
展首次大规模冬季义务植树活动。
2018年全省共完成国省工程营造林
面积 710万亩，超额完成 600万亩的
年度目标任务。3个省辖市新获评国
家森林城市。目前，全省国家森林城
市总数达到14个，居全国第一。

为开辟易地扶贫搬迁和黄河滩区

居民迁建资金筹资渠道，在省政府主导
下，我省创新性地制定了宅基地复垦券
制度，将贫困县和纳入黄河滩区居民迁
建规划地区腾退后结余的农村宅基地，
及其他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指标，在全省
进行公开交易。去年，通过扩大指标
使用范围，拓展有效需求，全省交易复
垦券 4.11万亩，收益 73.94 亿元。目
前，全省累计交易复垦券10.43万亩，
收益突破 210亿元，居全国第一。宅
基地复垦券“河南模式”叫响全国。

去年，在省人大的直接推动下，
我省深入开展批而未用土地盘活利
用专项整治行动，对批而未供土地加
快土地供应，对批而未用土地重新盘
活利用，对闲置土地实施“一地一策”
处置到位。去年全省处置盘活的批
而未供土地、闲置土地数量均居全国
第一，提高了全省节约集约用地水
平，为更好满足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用
地需求发挥了重要作用。③8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陈慧）记者
从3月 11日在平顶山召开的森林河南

“六化”建设工作推进会议上获悉，省
政府办公厅 3月 10日印发《2019年森
林河南生态建设工程实施方案》（以下
简称《方案》），2019 年全年安排部署
761万亩林业生态建设任务。

去年，我省发布实施《森林河南生
态建设规划（2018—2027 年）》，勾画
了“五年增绿山川平原，十年建成森林
河南”的美好蓝图。随后，省委、省政
府召开实施国土绿化提速行动建设森
林河南动员大会，吹响了河南大规模
国土绿化的号角。

按照“全面开花、大幅增绿，优化
结构、提升质量，拓展功能、增强效益”
的要求，今年我省将全面开展国土绿
化提速行动，深入推进山区森林化、平
原林网化、城市园林化、乡村林果化、
廊道林荫化、庭院花园化“六化”建
设。今年安排建设任务 761 万亩，其
中，造林286万亩、森林抚育450万亩，
发展花卉种苗24.89万亩。

《方案》明确，2019年我省要实施
生态廊道绿化、山区生态林、平原绿
化、乡村美化绿化、优质经济林建设、
森林抚育等六大工程。4月底前完成
全省春季造林任务。

生态廊道绿化是我省国土绿化提
速的重中之重，今年将重点推进“三纵
五横”(三纵，即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沿线、
京港澳高速、大广高速；“五横”，即黄
河、淮河、连霍高速、沪陕高速、宁洛高
速)等主要廊道绿化，丰富绿化层次，实
现廊道绿化向美化、彩化升级，打造“一
年四季景不同”的景观走廊，年度计划
造林104.5万亩，折合1.19万公里。

山区生态林工程计划造林119.8万
亩，在今年新造林任务中占比超过四
成。针对太行山、伏牛山、桐柏大别山
区等重要生态功能区的“天窗山”“稀疏
林”“光头岭”，我省将开展全方位立体

式的修复，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封则
封，使现有荒山尽快绿起来、美起来。

在今年的 450万亩森林抚育任务
中，南阳市、洛阳市、信阳市等三个森
林资源大市抚育任务较重，分别为120
万亩、75万亩、65.8 万亩，占全省抚育
任务一半以上。《方案》要求，各地在森
林抚育过程中，要加快调整林分结构，
注重林种、树种的补植搭配，合理配置
针叶林与阔叶林、常绿树与落叶树。

据悉，今年我省将创建森林城市
10个以上、森林乡村 1000个以上，新
建湿地公园 10个、森林公园 10个、森
林康养基地20个。③5

推进乡村振兴 狠抓脱贫攻坚

我省自然资源系统
创造三项“全国第一”

我省强力推进森林河南“六化”建设

今年要完成761万亩林业生态建设任务

本报讯（记者 赵同增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王永乐）3月 11日，位于
辉县市常村镇的河南孟电集团矿区，
500 多名员工两两配合，挥锨铲土、
扶苗浇水，一个上午的时间，就将上
万棵苗木栽满矿区的100多亩荒地。

看着眼前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
河南孟电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范海
涛喜不自禁：“我们种下的是树木，也
是绿色的未来！”

自去年以来，孟电集团投入上亿
元，复绿矿区山体 1000多亩。入冬
以后，孟电又投入近千万元对矿区道
路进行硬化，同时对矿区进行平整。
春节过后一上班，孟电就迅速行动起
来，抢抓有利时机植树造林。

经过大半年的不懈努力，如今的
矿区，经过平整的采坑底果木成行、
即将吐绿。采面周边还铺设了一圈
输水管，给山体绿化用水带来了极大
的便利。

据孟电集团矿山环境集中整治指
挥部负责人李保国介绍，今年矿区已
经栽种冬桃、红叶李等多种经济苗木
10万株，铺设输水管道20公里。下一
步与农户协商后，孟电今年还将投入
3000万元在矿区的山间荒地栽上经济
苗木，无偿送给农户，收益归农户所有。

此外，按照“边开采、边治理”的
原则，结合绿色矿山标准，孟电集团
今年还将对三原线北侧裸露矿山进
行台阶式修复。目前，修复方案通过
了辉县市政府审核。

“今年两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
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
高质量发展新路子，统筹好经济发展
和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关系，这为我
们企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范海涛
说，孟电集团将全力重现矿区生态美，
实现“矿在园中、园在绿中、绿在画
中”，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绿色发展
之路。③5

□本报记者 孟向东 吴曼迪
本报通讯员 康帆

“树苗和水都是从山下扛上来的，
不容易！”3月 11日，站在淅川县马蹬
镇青龙村的荒山上，石珩和父亲石廷
乐看着今年刚栽下的新苗，满脸喜悦。

“我想趁年轻多种点树，让家乡山
更青、水更绿。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
河南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树牢绿色
发展理念，更让我坚定了自己的信
心。”石珩告诉记者。

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所在
地，淅川县为守护一库清水，采用市场
化运作、专业化合同制造林的方式，先
后带动 50多个造林企业和专业造林
队在山头植树播绿。石廷乐、石珩父
子的造林队就是其中之一。

“我父亲就是县里的‘造林达人’，
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已绿化荒山50
余座，造林面积有 8万多亩！”提起父

亲，石珩满是自豪。4年前，带着对绿
色的向往，石珩放弃了酒店高管的工
作，回乡和父亲一起植树造林。

淅川县需要绿化的荒山基本都是石
头山，造林难度大，先要用炸药炸出树
坑，然后从山下背水运苗。每一棵树苗、
每一桶水都需要人力运上山。“肩扛手提
水车拉，啥办法都试过。”石珩说，刚开始
造林时，每天被树枝划得到处是伤，一天
下来浑身疼。他每年待在山上的时间长
达7个月，吃住在山上是家常便饭。

“也想过放弃，但是想想父亲吃过
的苦，又觉得这些也不算啥。”石珩说。

“我们植树造林，既美化了环境，
还有收入，何乐而不为？”从父亲手里
接过铁锹，石珩成了名副其实的“绿二
代”。回乡 4年来，他已经带领造林队
绿化荒山5000多亩。

如今，在淅川县，越来越多像石珩
一样的青年一代加入到植绿荒山的队
伍中，播撒下绿色的种子。③8

孟电集团：坚定走绿色发展之路渠首造林“父子兵”

□本报记者 陈慧 曾鸣
本报通讯员 李灵军

沙砾遍地、杂草丛生的荒山化身四
季常青、三季有花的森林公园，稀疏断档
的廊道绿化拓宽为两侧宽度180米以上
的景观绿带…… 3月 11日，参加森林
河南“六化”建设工作推进会议的各地代
表在郏县、宝丰县实地观摩时，禁不住赞
叹：“树栽得喜欢人”“眼前一亮”“三五年
后不得了”。

去年冬天以来，省委、省政府实施
国土绿化提速、建设森林河南的动员部
署转化为生动实践，在第41个植树节来
临之际，中原大地为春天献上一份厚礼！

国土绿化按下“快进键”

2018年，注定要在我省生态文明建
设历史上写上浓重的一笔。

一部影响深远的生态建设规划出
台 ——《森 林 河 南 生 态 建 设 规 划
（2018—2027年）》为未来10年我省林
业生态建设谋篇布局，绘就蓝图。

一场新时代国土绿化的人民战争
打响——省委省政府把实施国土绿化
提速行动、建设森林河南放在战略和全
局的高度，要求全省动员、全民动手、全
社会搞绿化，向着绿满中原的目标扎实
迈进。

实施国土绿化提速行动建设森林
河南动员大会召开以来，全省各地强化
部署、精心组织，抢抓冬春造林绿化有利
时机，持续掀起造林绿化热潮，实现国土
绿化提速行动和森林河南建设“开门
红”。截至3月4日，全省去冬今春已完
成新造林 238.53万亩，占 2019年任务
的 83.4%，3月底前年度造林绿化任务

将大头落地。
我省各地围绕山区森林化、平原林

网化、城市园林化、乡村林果化、廊道林
荫化、庭院花园化“六化”建设，高起点规
划、高标准投入、高质量营造，积极打造

“六化”样板工程。加快林业结构调整，
科学优化树种、林种和林分结构，新造林
质量明显提升。

全省大造林大绿化工作格局正在形
成。目前，省里决定建立由省委书记和省
长任双主任的省绿化委员会，各省辖市先
后成立高规格国土绿化推进机构，为实施
国土绿化提速行动，落实地方和部门绿化
分工责任制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全民共建同追绿色梦

千军万马齐上阵，生龙活虎搞绿
化。去冬今春，越来越多的河南人加入

到这场伟大战役中来。
城乡居民积极认建、认养、认管、

认捐，成为绿色的投资者和共享者。
在光山县仙居乡“我为家乡捐棵树”光
荣榜上，截至 3月 10日，已有 1664人
参与捐款捐树，捐款金额超过 129 万
元，捐赠树苗 24970棵；郏县姚庄回族
乡小张庄村组织唱大戏向村民发布公
益林项目，大戏没唱完，树苗已认捐完
毕。乡贤树、父亲树、连理树、生日树
……棵棵幼苗挂着捐赠人、管护人的
红牌子，成为村庄一道亮丽的风景。

义务植树活动高潮迭起。从2018
年开始，省里决定每年的全民义务植树
活动从春季一次固定为冬春两次。去年
以来，省领导先后三次带头参加义务植
树，全省上下形成了各级联动、部门协
同、全民动手、全社会参与的大绿化格
局。据统计，去冬今春全省参加义务植

树达1696万人次，共植树7144万株。

景观林化身摇钱树

长期以来，城乡差距不仅体现在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上，绿化的档次、水平
差距也很明显。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我省乡
村绿化美化工程快速推进，各地大力开
展围村林建设、“四旁”绿化和庭院绿化，
打造森林小镇、森林乡村、生态文化村，
2018年完成乡村绿化4.87万亩，农田防
护林建设13.9万亩。2019年，我省将创
建1000个以上森林乡村。

既种“绿化树”，也栽“摇钱树”。去
冬今春，西峡、内乡、南召等县实施花海
果香田园综合工程。洛阳新发展经济林
12万亩，洛宁苹果、新安樱桃、宜阳花椒
等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程度进一步提
升。国土绿化在带动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助力全省脱贫攻坚、带动农民增收致
富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在淇河上游的鹤壁市淇滨区上峪
乡安乐洞村、朔泉村，河南银杉源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投资 1 亿元流转土地
1700余亩，种植银杏、红豆杉、樱花等
20万株，聘用87名贫困村民，人均年收
入达 2万元以上，实现了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共同提升。

为荒山披绿衣，为大地织锦绣。
我省国土绿化提速行动和森林河南建
设虽已实现良好开局，但为实现“五年
增绿山川平原，十年建成森林河南”的
目标，全省上下更要继续撸起袖子加
油干，一年接着一年干，让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中原大地开花结
果，让绿满中原、四季常青成为出彩河
南的亮丽底色。③4

（上接第一版）是一项刻不容缓的重
大工程。要切实深化思想认识，增强
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凝心聚力推
动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落实。

喻红秋强调，要围绕“六化”建
设，着力推动国土绿化森林河南建设
全面提速。聚焦目标要求，科学有序
推进，做到坚持速度与质量并重，坚
持发挥林业综合效益，坚持生态优先
和系统保护。抓住重点关键，着力建

设山区生态屏障，着力构建农田防护
林体系，着力打造森林城市，着力推
进乡村绿化美化，着力提升生态廊道
质量，着力推进庭院绿化。坚持示范
引领，突出地方特色，提升工作标准，
加大投入力度，不断提高建设水平。
要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责任，注
重改革创新，广泛宣传发动，强化督
查考核，确保国土绿化森林河南建设
取得实效，以优异成绩庆祝新中国成
立70周年。③4

森林河南“六化”建设工作推进会议召开

奏响新时代中原绿化奋进曲奏响新时代中原绿化奋进曲
——写在第41个植树节到来之际

□文/图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郭俊华 祝传鹏

3月 8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参
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
表团审议。习近平强调，打赢脱贫
攻坚战，是今明两年必须完成的硬
任务。要再接再厉，咬定目标，精准
施策，精准发力，按时按质完成脱贫
攻坚任务。

医疗扶贫工作是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关键一环。本期《总编有约》邀
请到阚全程，请他谈谈河南医疗扶贫
如何“对症下药”，努力实现“小病不
出村，疑难重症不出省”。同时，请他
和夏先清一道，剖析河南如何从根源
着手，努力破解“因病致贫，因病返
贫”问题。

没有健康的小康，不是有保障的
小康。阚全程说，建立分级诊疗制
度 是 破 解 看 病 难、看 病 贵 的 突 破
口。做好医疗信息化建设是让百姓

少跑腿、缓解大医院人满为患问题
的有效途径，2019 年河南省远程医
疗将继续“延伸下沉”，推动“一个平
台、一张网络、一套数据中心体系”
建设，充分发挥远程医疗的协同作
用，将远程医疗覆盖到所有乡村。
夯实县级医院基础，补齐薄弱学科
短板，打造优势专科，发挥县域医疗
机构作用，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要能看好常见病、多发病，当
好健康“守门人”。确保贫困人口
100%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实现应保尽保；确保每个贫困村拥
有一个标准化卫生室、一名合格乡
村医生；确保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
盖所有贫困人口。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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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扶贫“对症下药”
努力实现“小病不出村”

时间 3月9日

地点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全国两会《总编有约》新闻会客厅

主持人 大河网络传媒集团总编辑 孟磊

媒体嘉宾 经济日报驻河南记者站站长 夏先清

访谈嘉宾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卫生健康委主任、党组书记 阚全程

在“3·12
植树节”前夕，
平顶山市在全
市设立 11 处
植树造林活动
现场，15600
余人参加了义
务植树，植树造
林面积 1326
亩。⑨3

牛智广 摄

多树种搭配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图为3月7日航拍的洛阳西苑公园。⑨3
侯建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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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林故事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