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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孟向东 吴曼迪
本报通讯员 封德

春日的伏牛山，万木吐绿，地处豫
西南山区的西峡县双龙香菇市场里，到
处可见满载香菇的货车、农用车；香菇
加工车间里，工人们正分拣优质出口干
菇，然后装车外运；电商孵化园里，香菇
制品通过电商销往全国各地……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
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强
调，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
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
全面振兴。对于西峡来说，香菇产业
无疑是产业振兴的重要支柱之一。”3
月 11日，正在指导香菇生产的西峡县

食用菌生产办公室主任陈东旭说，历
经 20多年的发展，香菇产业已成为西
峡县强县富民的特色产业，如今，在西
峡有 20万人从事香菇生产和经营，农
民收入近60%来自香菇产业。

“20年前我们等着福建、广东的客
商上门来收香菇，价格由别人说了算。
现在我们本地就有香菇加工企业 108
家、出口企业62家，产品附加值大大提
升。”河南伏牛山百菌园生态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庆来告诉记者，作为
香菇企业，他们见证了西峡香菇产业从
单一的种植到集种植、加工、出口贸易
等于一体的产业链条不断完善的过程。

随着我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
步伐不断加快，西峡香菇产业迎来了

发展的新机遇。
“我省搭建起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和地区交流合作的桥梁，我们可以通
过陆运等方式出口香菇产品，运送周期
可缩短到 15天，成本大大降低。”西峡
县华邦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薛小芹说，
中欧班列（郑州）为企业带来了更大的
市场空间。在出口韩国、日本等国的基
础上，如今西峡香菇还出口到俄罗斯、

德国、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国，并尝试
与非洲国家开展贸易合作。2018年，
西峡香菇出口额达11.8亿美元，连续5
年领跑我省食品农产品出口。

广阔的市场也为菇农带来了稳定
的收益。西峡县石界河镇通渠村菇农
徐金伟告诉记者，他目前种植香菇1万
余袋，本地的企业就足以“消化”掉。

“要想让香菇产业持续成为西峡乡
村振兴的支柱，我们需要不断开拓创
新，寻找新的增长点。下一步我们将致
力于西峡香菇科研、种植、投入品生产、
国际贸易服务、文化传播等五大平台建
设，不断推动产品创新升级，让更多国
家的消费者品尝到‘西峡味道’。”西峡
县委书记、县长周华锋说。③8

□本报记者 郭戈
本报通讯员 左易和

3月 12日，在浚县 30万亩粮油
绿色高质高效创建示范区内，绿油
油的麦苗长势喜人。不远处，被白
色栅栏圈起的农田信息监视系统尤
为引人注目。

在 20 公里外的鹤壁市农业气
象试验站监测中心，高级工程师王
福州轻点鼠标，实时查看着浚县示
范区内的湿度、墒情等数据。“各项
指标一旦达到预警阈值，预警信息
及农业生产建议就会及时发送至农
民的手机上。”王福州告诉记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确保重要
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是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这为我们
进一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指明了方向。”鹤壁市农业农村局局
长张波表示，鹤壁耕地面积虽少，却
成为全省粮食稳产高产的重要基
地，得益于农业信息化建设的保驾
护航，先后创造了 25项全国粮食高

产纪录。
鹤壁市积极推进物联网等信

息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建成
了“市有平台、县有中心、乡有信息
站、田有采集点”覆盖全域的信息
网络，并在全市 81个粮油绿色高质
高效创建示范片实现“双覆盖”，60
个站点安装物联采集仪器，布设仪
器 2400 台。同时，该市高效利用
星陆双基遥感农田信息协同反演
技术，自动收集环境要素、农艺参
数等并实时传输、智能分析、及时
发布，做到农田生态环境、苗情、灾
情的可视化、数据化处理，把预警
信号、防范措施及时传递到农业生
产一线，进一步提升了粮食生产现
代化水平。

“农业信息化为鹤壁扛稳粮食
安全这个重任撑起了‘保护伞’。”张
波表示，鹤壁正推动农业发展方式
转型升级，并与全国整体推进型农
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基地建设相结
合，加快推进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
的深度融合。③5

鹤壁用科技为粮食安全保驾护航

麦田咋管理 手机实时收提示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
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以前各种
检查让人应接不暇，不仅压力大，
精力也跟不上。”3月 11日，平顶山
市卫东区北环路街道党工委书记
刘克华说，“去年以来，市里不断为
基层减负，让我们腾出了更多的时
间干工作。”

去年年底，平顶山市积极行动，
通过梳理、撤销、合并，大幅度压缩
市委、市政府和市直机关各单位督
查检查考核事项的数量，确保对县
乡村和厂矿企业学校的督查检查考
核事项减少50%以上。

“全市需开展的督查检查考核
事项，按程序报批后，由市委统筹安
排。经市委同意开展的，要简化程
序、改进方法，压缩规模和时间，切
实为基层减负松绑。”平顶山市委督
查室主任孔延军介绍。

今年年初，平顶山市在去年年

底精简的基础上，再次大幅撤销、合
并一批督查检查考核事项，仅保留
三大攻坚战、粮食安全、“绿色企业”
等34项重要考核事项。

除此之外，该市还出台了《精
简会议文件减少督查活动十项措
施》《改进调查研究新闻报道十项
措施》等，严格控制会议和调研的
数量、规格、规模、时间。同时，严
格执行发文计划，确保年度发文
数量只减不增。

减少督查检查考核事项不是放
任不管，而是统筹规范、科学管控。
自去年起，平顶山市对各单位年度
工作进行绩效评价，促使“督查考核
者”变身“引导参与者”，从而更好地
推进基层工作。

“虽然减负松绑了，但干劲不能
松懈。我们要把腾出的时间、精力
用在工作上，以优异成绩庆祝新中
国成立70周年。”刘克华说。③8

平顶山为基层减负松绑

督查检查考核事项减少一半以上

本报讯（记者 李虎成 郭戈）3月9
日，副省长武国定到鹤壁、新乡两地就
卫河共产主义渠治理工程进行调研。

武国定先后到卫河浚县新镇镇
淇门村段、淇河和卫河共产主义渠三
河交汇处、卫辉市卫河司湾泵站等
地，查看规划和工程进度情况。

武国定指出，卫河共产主义渠是我
省确定的“四水同治”十大水利工程之
一，对于治理水灾害、改善水环境、修复
水生态以及发挥水资源综合效益，都具

有重大意义。下一步，要科学组织施
工，加快工程进度，河道疏浚工程必须
在汛期之前完成，并实施好河堤加固等
相关工程，按期保质完成建设任务；要
开展综合治理，同步推进截污、治污工
作，污水要全部进入管网处理，实现达
标排放；要确保工程质量，加强技术指
导，强化工程监理，真正打造优质工程、
廉洁工程；要抓好生态建设，大力开展
沿河造林绿化，打造成生态带、景观河，
早日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③4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王雪娜）继实施洛阳格力中
央空调项目后，格力再次“牵手”洛阳。

3月11日，中国(洛阳)自主创新智
能制造产业基地暨格力洗衣机、晶弘
冰箱生产基地项目开工仪式在洛阳市
高新区举行。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
记李亚，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参加开工仪式。

据介绍，洛阳格力洗衣机、晶弘冰
箱生产基地项目是洛阳市引进的重点
建设项目，总投资约 50亿元，主要生
产格力洗衣机、干衣机、晶弘冰箱及配

套产品，项目全面建成投产后，年产值
逾100亿元，能够提供约3000个就业
岗位，年纳税总额超4亿元。

据悉，2017年 9月，格力正式“牵
手”洛阳，共建中国（洛阳）自主创新智
能制造产业基地。该基地项目总投资
约30亿元，主要从事家用空调器、商用
空调器及配套产品的生产，并依托自
主研发的先进自动化装备及工业机器
人，采用智能制造生产模式，打造绿色
智能工厂，预计投产后年销售收入可
达100亿元。目前，格力中央空调项目
正在按照预定计划加快施工。③6

西峡香菇产业迎来新机遇

喜看淮畔腾绿浪

总投资约50亿元

洛阳格力洗衣机冰箱生产基地开工

加快推进卫河综合治理工程

11.8亿美元
2018 年，西峡香
菇出口额达 11.8
亿美元，连续 5年
领跑我省食品农
产品出口

本报讯（记者 陈小平）“我宣誓：
从我做起，身体力行，保护生态，爱
护环境……”3 月 12 日，2019 年河
南青少年春季义务植树助力森林河
南建设暨“绿风尚”生态环保主题团
日活动举行。千余名青年齐聚郑州
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共同许下

“青春心向党 建功新时代”的誓言，
并以实际行动植绿护绿。

当天上午，来自团省委、团郑州
市委、航空港区机关和企事业单位
的团员青年，河南省青年志愿者协
会等 8个团属协会会员代表，大学
生志愿者，中学生代表等 1000余人
通力合作，共栽种大叶女贞、紫薇、
夹竹桃等苗木 2000多棵，将 3万平

方米的空地变成了青年林。“别看现
在刮风一嘴土，明后年咱们再来，一
定是满目葱茏！”河南农业大学青年
志愿者王晋芳说。

植树活动结束后，团员青年又
在双鹤湖中央公园现场开展了“青
春心向党 建功新时代——‘绿风
尚’生态环保主题团日”活动。重温
入团誓词，高唱团歌，聆听河南屋顶
植绿发起人王洋洋等优秀青年代表
讲述自己的青春环保故事……

据悉，自“绿风尚”河南青少年
生态环保攻坚行动实施以来，全省
各级团组织共建设青年林、少先林、
纪念林等82个，种植树木108万株，
面积达434万平方米。③9

千名青年共植青年林
关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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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广泛动员社会力量，
做好扶贫济困、赈灾救孤、扶老助
残、助学助医等各项工作，助力中原
更加出彩。要切实加强自身建设，
坚持更高标准，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要求，依法依规开展各项工作，不断
提升公信力。各级党委、政府要把
慈善事业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
大支持力度，营造全社会合心合力

推动慈善事业健康持续发展的良好
局面。

会议回顾总结第三届理事会工
作，对 2019 年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
署。大会选举产生省慈善总会第四
届理事会，邓永俭当选会长。

中华慈善总会、中国慈善联合
会、省见义勇为基金会、海南省慈善
总会等致贺词。③4

（上接第一版）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最美底

色。”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李亚
说，洛阳市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中央和
省委决策部署，扎实推进国土绿化提
速提质，构筑山水林田湖城生命共同
体，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
理念深深根植于河洛大地，不断提升
人民群众绿色幸福感。

以“11555”工程为统揽，洛阳实
行隋唐遗址公园“一心”北扩东延，环
城高速“一环”提质完善，伊洛瀍涧黄

“五河”全面绿化，邙山、周山、龙门山、
万安山、首阳山“五山”筑绿色屏障，实
施二里头遗址、商城遗址、周王城遗
址、汉魏洛阳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

“五都”生态保护，统筹“绿廊”“绿带”
“绿园”“绿岛”“绿业”“绿村”等“七绿
工程”，让河洛大地处处碧绿满眼。

数据显示，2017年以来，全市林
业生态建设累计完成财政投资 18.5
亿元，累计完成造林工程 54.6 万亩，
实施森林抚育和改造 262万亩，加快
形成“青山相望、绿带贯穿、森林成
片、绿点均布”的绿化格局。

“从全域林业生态建设到‘四河
同治、三渠联动’，再到全面打响环境
污染防治攻坚战……洛阳市对生态
文明建设的部署落实，频次之密、力
度之大、成效之多，前所未有。”洛阳
市林业局局长郅书安说。

坚持精准施策，150个
小游园以绿惠民生

绿树环绕，青草如茵，蓝色地坪，红
色步道，传声筒、攀崖、沙坑、秋千、卡通
小蚂蚁……这是西工区新建成的龙翔
游园的优美场景。“出门满眼绿，开窗闻
花香”，步行其间，仿佛走进了童话世界。

长期以来，洛阳林业生态建设和
城市绿化提升往往大水漫灌，用平均
数替代了绝对数。比如，森林集中在
南部生态涵养区，区域分布不均衡；洛
浦公园、隋唐城遗址植物园等规模虽
大，距离较远的群众难以便捷地享受。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2016 年
以来，洛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理念，落实精准为民要求，大规模开
展国土绿化，因地制宜建设小游园，
让绿色走出大山，让游园贴近群众。

在兴洛湖公园，栈道逶迤，亭台掩
映，竹石相间，湖光潋滟，湖畔的“城市
驿站”临水而建，为广大市民提供休
息、志愿服务、便民查询等日常服务，
是中心城区“小游园大民生”的示范。

从“脏乱差”到“绿而美”，从“可
远观”到“能触摸”……三年间，150
个四季有绿、功能齐全的小游园在洛
阳中心城区遍地开花，如诗如画。

洛阳还对宜阳县锦屏山、汝阳县
瑞云山、新安县枕头山、偃师市首阳
山、伊川县龙凤山、嵩县玉皇山、洛宁
县凤翼山等一大批城市森林公园实

施了提升改造，着力打造城市的生态
屏障和天然氧吧。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
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洛阳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记、副局长郭建平
说，小游园建设既满足了人们健身、休
闲、娱乐、改善人居环境等多重需求，也
提升了城市品位和生态景观。

推动绿色富民，绿水青
山变金山银山

栾川县陶湾镇协心村地处豫西
伏牛山腹地，山清水秀、风景优美，但
人均耕地不足半亩，贫困人口多，“守
着金饭碗讨饭吃”。

在省、市扶贫工作组帮助下，该
村走上了发展乡村旅游的新路子。
农家宾馆、游客服务中心、自行车道、
采摘园……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挣钱，
生活一天天好起来。

依靠旅游业带动，栾川县农民人
均纯收入由2010年的4784元增加到
2018年的9800元，贫困人口由8.9万
人减少到2.28万人。去年年底，在“中
国生态文明论坛南宁年会”上，栾川县
被生态环境部授予全国“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洛阳市副市长王军介绍，在生态
绿化建设中，洛阳市注重与乡村振
兴、脱贫攻坚结合起来，大力发展林
果产业、乡村旅游、沟域经济等绿色
产业，推动绿色富民。

如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早已刻在人们心里，并在洛阳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在嵩县、洛宁等地，依托传统村
落、山水风光、休闲农业等资源，嵩县
手绘小镇、洛宁爱和小镇等旅游特色
小镇、乡村创客基地、精品民宿、田园
综合体等新兴业态蓬勃兴起。

在新安县，当地政府把矿山修复
作为生态建设的重点，对北冶镇马行
沟矿区连片治理近 2000 亩，并种上
了花椒、石榴、薄皮核桃、中药材等，
废矿坑变身“绿色宝库”。

在贫困县山区，洛阳重点培育洛
宁苹果、嵩县山茱萸、栾川核桃以及
宜阳、伊川花椒等经济林品牌，同步
实现增绿量、增效益，成为山区脱贫
的“摇钱树、聚财林”。

在南部生态涵养区，洛宁、汝阳
等县去年经济增速继续保持在8%以
上。天更蓝、水更清，发展也没有慢，
脱贫攻坚步伐加快。

洛阳市市长刘宛康表示，下一
步，洛阳市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
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进一步树牢绿色发展理念，统筹
推进国土绿化提速提质，加快建设

“开窗见绿、出门进园、四季常绿、三
季有花”的生态城市，不断增强人民
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③6

河南省慈善总会
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绿染河洛万象新

今年平桥区绿
化 直 接 投 资
2.6亿元，带动
投资 4 亿元，
已造林5万亩

5
万亩

3月11日，夏邑县北岭镇鲁集村的小学生在废坑塘上建设的新景观旁玩耍。该镇大力开展废房、废塘、废田地治理，村容大为改观。⑨3 苗育才 摄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悠悠淮河水，两岸腾绿浪。
连日来，记者跟随信阳市创建

国家森林城市指挥部办公室的同
志，看到蜿蜒东去的淮河两岸，呈现
出“两岸绿树相对出，一河碧水绕田
园”的喜人景象。

去年冬季，信阳市掀起国土绿
化和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全面提速行
动高潮。浉河区何寨村朱庄村村民
孙立全把他多年种菜攒下的 40万
元积蓄拿出来，与村里联合创办了
农业生产合作社，流转了 200 亩土
地，在淮河生态廊道种上了栾树、银
杏等。

“现在城市园林绿化火着呢，有
苗不愁卖。”孙立全说，“响应号召建设
生态廊道，政府还有补助，吃不了亏。”

一直在电商平台售卖花椒的淮
滨县某企业负责人陈勇，从去年年底
开始也在淮河岸边种起了树，而且一
种就是1100多亩。

“我准备在树下套种花椒，花椒
林中再种上花生、南瓜，实现立体种
植、三级套种，每亩每年至少可以获
利8000元。”陈勇胸有成竹地说。

与孙立全、陈勇相比，早
就尝到了种树甜头的息县全
国种粮大户柳学友，在树木
种植上步子迈得更大。早在

2010 年，他就在种好 1.6 万多亩粮
食的基础上，把流转来的土地拿出
2000 多亩，种上了市场紧俏的树
种。几年下来，精明的老柳发现，种
粮一亩一年净收益最多只有 400
元，而种树一亩一年能多挣 500 元
以上，田间管理投入还比种粮少。

沿着淮河一路走来，上千亩的
新造林基地随处可见。平桥区肖王
镇梁湾村的淮河岸边，绵延 11公里
的国储林项目基地中，树木已经开
始吐露新芽。

“这些林子全部由区里出资成
立的恒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负责管
理。”平桥区林业局副局长钱德林
说，今年全区绿化直接投资 2.6 亿
元，带动林下经济和生态旅游投资4
亿元，全区已完成造林任务5万亩。

3月 12日，信阳市召开实施国
土绿化提速行动暨创建国家森林城
市观摩推进会。在罗山县高店乡浉
淮村淮河廊道绿化工程示范基地，
全市奋战在播绿一线的建设者郑重
承诺：“本月底前，坚决完成今年 44
万亩的造林任务。”③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