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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观察记者 胡巨成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聂建武 程一桐

三月春风暖，红城花如

潮。

连日来，新县香山湖至田

铺乡沿线漫山遍野的野樱花，

几乎俘获了每一位到过这里

的人儿的心。

3月 16日，香山湖风景管

理区水塝村党支部书记彭以

祥指着村落入口处一块蓝绿

相间的“新县林长制公示牌”

告诉记者：“从去年初起，这山

上的每一棵树每一片林子，都

有专门看护的责任人——林

长。这山上的花呀，才越开越

好看，这门前的山啊，也越来

越青翠。”

徜徉在新县 1612平方公

里的青山绿水间，千峰竞秀、

绿漾河山……76.7%的森林

覆盖率，95%的植被覆盖率，

新县百里绿色画廊点染出山

青、水净、风轻、气爽的桃园胜

境。

如何守住绿水青山？如

何厚植生态优势？

新县人给出了自己的答

案：坚持红色引领、绿色发展，

视山如父、视水如母、视林如

子，以生态优先战略呵护“红

城蓝”、蓬勃“新县绿”、流淌

“老区纯”。

2018 年，新县在全省率

先探索实施县、乡、村三级“林

长制”，短短一年间，林长治生

态效应凸显，绿色正成为红城

新县最鲜明的发展特色、最厚

重的富民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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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黄洪波）3月
17日，记者从潢川县获悉，华英无疫小区日前通过了全国
动物卫生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的评审，成为全省首个通
过国家验收的无疫小区，也是全国鸭行业首个无疫小区。

所谓“无疫小区”，是指处于同一生物安全管理体系
下,在一定期限内没有发生一种或几种规定动物疫病的
若干动物养殖场和其他辅助生产单元所构成的特定区
域。通过开展无疫小区建设，可大大提升企业养殖风险
管控能力，为健康养殖、食品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2017年，华英公司正式启动无疫小区建设。在各方
大力支持下，华英无疫小区建设被列入 2018年河南省、
信阳市畜牧重点工作，同时被确定为潢川县2018年十件
民生实事之一。3月 6日至8日，全国动物卫生风险评估
专家委员会办公室组织评估专家组，采取现场查看、查阅
资料、交流讨论等方式，从生物安全管理体系建设和运行
情况、规定动物疫病监测情况、官方兽医机构监管情况等
多个方面对华英无疫小区进行了认真评审，结合各方反
馈的情况，最终确定华英无疫小区通过国家验收。6

全省首个无疫小区
通过国家验收

□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米洁 代盼盼

3 月 21 日，看着村林场去年栽下的
1200 棵栾树开始吐绿，林下 1200 棵球状
红叶石兰开始披红，笑容在信阳市平桥
区 杨 庄 村 六 旬 贫 困 户 窦 启 华 的 脸 上 绽
放。

每天去合作社大棚里劳作时，老窦都要
转到林子边看看，他说越看心里越踏实。

这片林子和大棚是去年才有的。杨庄
村濒临淮河，沙土地特别适合种植瓜果蔬
菜。然而全村1074户 4800多人，却有75%

的村民外出务工。
1988 年出生的村民董世洋大学毕业

后，看到家乡大量沙土地撂荒，下决心要把
这一优势资源利用起来。他的想法与区财
政局驻村第一书记李东亚不谋而合。

去年初，利用区里下拨的村集体经济专
项经费和几笔扶贫资金，杨庄村搞起了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
该村成立了世洋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吸收
51户贫困户152人成为合作社成员，在淮河
岸边办林场栽苗木，流转撂荒土地建大棚种
植有机瓜果蔬菜。

“我们流转了 800多亩沙土地，建成大

棚近万平方米，一年下来，合作社产值上百
万元呢。”董世洋自豪地说，合作社对低保户
和贫困户进行技术培训，为周边群众提供就
业岗位，还免费提供种苗。

通过构建“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
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杨庄村实现了土地
资源变资产、扶贫资金变股金、种地农民变
股东，走出一条从“政府输血”到“自我造血”
的新路子。

走在装有太阳能路灯的田间水泥路
上，微风中绿柳轻摇，整修一新的灌渠大
塘内清水盈盈，远处的农用变电站线塔高
耸，把一望无际的田园映衬得愈发生机盎

然……
穿过绿树环绕的村文化中心广场和村

民文化大舞台，走过彰显传统文化、倡导乡
风民俗、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长
廊，走进宽敞明亮的村民服务大厅，写有“产
业发展红旗村”和“脱贫攻坚红旗村”的两面
红旗扑面而来。

“乡村环境变美了，村集体经济复苏了，
群众的腰包也鼓了，大家伙儿的劲头啊，就
更足了。”李东亚兴奋地说，“短短一年，村集
体增加收入 6 万元，带动农民人均增收
4500元，照这样干下去，何愁沙土地里刨不
出个金娃娃？”6

新县春来早“林长”分外忙

织密绿色“防护网”

2018年 3月，老区大地桃红柳绿、草长
莺飞，处处生机勃发、春意盎然。全省率先
启动实施的“林长制”，犹如一声春雷炸响，
开启了大别山革命老区林业保护、生态建设
与开发利用的改革新篇。

建设组织体系，推进责任落实。为让
“林长制”尽快落地生根，新县全面落实党政
领导负责制，实行党政同责、分级负责，快速
构建起覆盖县、乡、村三级的“林长制”组织
体系。在科学调研、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
上，印发了《新县全面推行森林“林长制”工
作方案》和《关于推行“林长制”开展“美化大
别·绿满山河”国土绿化行动工作的通知》，
层层压实责任，激发生态保护新活力，让“林
有人管、事有人做、责有人担”。

在县级层面，新县县委书记吕旅、县长
夏明夫“挂帅”总林长，县委副书记、常务副
县长、主管副县长担任副总林长；在乡镇，联
系乡镇的县领导担任乡镇总林长，乡镇党委
书记、乡镇长任林长；在行政村，包村乡镇领
导担任村级总林长，村支书、村主任担任村
级林长。5 名县级总林长、89 名乡镇级林
长、615名村级林长、286名公益林护林员、
286名生态护林员、44名天然林护林员，织
密织牢一张生态保障大网，确保一山一坡、
一园一林都有专员专管、责任到人。

漫步老区绿海，一块块“林长制”公示牌
巍然屹立于崇山峻岭间。蓝绿相间的公示
牌上，林长和副林长姓名、监督电话、山场森
林资源概况一目了然，“林业生态建设、森林
资源管理、古树名木保护、森林防火、森林病
虫害防治”职责明确、目标清晰。

一块块醒目的公示牌，是责任，亦是担当，
更是老区人民对188万亩林木“绿”的承诺。

绘就城乡“美画卷”

古木参天、密林幽幽，闭目清风拂面，静
听泉水低吟……漫步香山湖管理区水塝村
韩山古村落，恍入世外桃源。

“绕着林子转转，看看古树、查查火患、
补栽树苗，感觉日子过得特别充实。”彭以祥
如是形容自己的工作状态，而这也是新县所
有林长的真实写照。

林长上山，林海增绿。自“林长制”全面
实施以来，700余名林长将护绿、增绿作为
自己的工作重心，围绕“美化大别·绿满山
河”国土绿化三年行动计划，吹响全域绿化
美化号角。

廊道建设、城乡绿化提升、河流绿化美
化、景观苗木基地、特色经济林建设等五大工
程同步实施，“三线两区一城一乡一河道”工

程建设决战决胜，生态建设、林业资源保护、
森林防火、病虫害除治、林业脱贫“五大战役”
如火如荼。仅2018年，新县就完成造林2.63
万亩，森林抚育3.34万亩，完成义务植树11.5
万株，道路绿化25公里，美化乡村10个。

屹立红色大地，身披日月霞光，8086株古
树名木见证了老区沧海桑田，守护好这些历史
见证者也成为各级林长的重要职责。他们穿
梭密林、攀爬峻岭，协助林业工作人员记录下
每一株古树名木的形貌、状态并挂牌保护，筛
选100个新县树王，结册出版《新县树王100》，
他们用行动成为古树名木的志愿守护神。

林长带动，亮剑护绿。县、乡、村、营林
单位四级护林网络让森林资源管理实现了
全覆盖、无死角，而“绿剑”“利剑”和“绿盾”
等系列专项行动亮剑涉林违法犯罪活动，对
涉林违法犯罪实现“零容忍”，让林区秩序明
显好转。2018 年，全县查处各类森林资源
案件 68起，其中刑事案件 18起，治安案件 9
起，林业行政案件41起，移送起诉案件9起。

红色热土，绿意盎然。“林长制”全面实
施的这一年，山绿了，林密了，鸟多了，花艳
了……如诗如画般的山水不断擦亮新县的
生态品牌，绿水青山成为红城的“金名片”与

“聚宝盆”。

做靓生态“大文章”

春季的连康山自然保护区，万木争荣、花
团锦簇、清泉长流、百鸟争鸣，引得游人如织，
惊叹连连。临走时，人们总不忘买几包野生
的黑木耳、新鲜的山野菜带回去，与家人一起
大快朵颐，品尝来自大自然的鲜美味道。

“林长制”全面实施以来，各级林长积极
探索林业脱贫路径，念好“山字经”、唱好“林
中戏”、打好“生态牌”、走好“特色路”，特色
种植、生态旅游、碳汇交易……各显神通，
2018年，全县林业总产值达 29.69 亿元，绿
水青山逐渐变成富民“银行”。

当地人纷纷转变思路向林业要产出，狠
抓特色产业，大力发展油茶、茶叶、林下中药
材等特色经济，在羚锐等龙头企业带动下，
全县 30万亩油茶、30万亩茶叶成为带动群
众脱贫致富的“金果子”“金叶子”。

坚持向生态要效益，突出发展以金兰
山、连康山等森林公园为主的森林旅游业，
擦亮“赏花济”品牌，实现“转转山水、看看风
景、逛逛乡村也来钱”，绿水青山在这一场生
态改革中生机焕发。

西河湾、九龙潭、七龙山、大别山油茶文
化园……一处处古木参天、绿树成林的山野
乡村，散发出良好的生态独特魅力，越来越
多远道而来的游客到这里赏古树、看风景、
洗心润肺，“天然氧吧”成为“网红”之地。络
绎不绝的游客带来了旅游消费井喷式增长，
更拓宽了群众就业创业门路，大山里的贫困
群众腰包日渐鼓胀起来。

“林长制”与脱贫攻坚有机结合，全县落实
99.1万亩生态公益林和12.9万亩天然林管护及
生态效益补偿两大生态工程，确保贫困村和贫困
户及时享受生态补偿政策，帮助贫困户稳定增
收。及时兑付林农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
892万元，其中73个贫困村补偿资金达513万
元，惠及建档立卡贫困户5700余户近2.3万人。

2018 年，县里在实施 12.9 万亩天然林
的区划落界工作时，优先考虑符合条件的贫
困村和贫困户，为 2600余贫困户 9400余人
兑付天然林保护补偿资金 194万元。进一
步完善贫困村生态管护扶贫政策机制，选聘
374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担任生态护林员，发
放护林员劳务报酬 642万元，其中贫困户劳
务报酬381万元，户均增收1万元以上。

“林长制”在新县全面落实一年，新县先
后荣获国家生态县、中国天然氧吧等多项国
家级荣誉，并成为全省第二个、信阳市唯一
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

“随着林长制、河长制、湖长制等一系列生
态保护制度的融合推进，新县的生态保护网也
越织越密。”新县县委书记吕旅自豪地说，“以
林涵水、林水相依，‘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伟大理论，正在新县绽放出别样光彩。”6

阳春三月，风吹浉河百花香。放眼望去，仿若置身
于花的海洋，处处怒放的花朵，粉的、白的、黄的，一朵
朵、一簇簇、一团团、一丛丛、一片片，让人目不暇接。
花树掩映间，一栋栋农家小院点缀其间，或红檐白墙、
或青砖黛瓦，高低错落、星星点点，搭配出宁静安逸的
美丽田园。游人们穿行其间，不时驻足用镜头定格最
美瞬间。6 徐铭 戴梯 摄

2018年信阳教育
投入119.8亿元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唐族启）3
月 15日，记者从信阳市教育体育工作会上获悉，信阳倾
心回应群众期盼，加大教育投入，2018年全市财政预算
教育支出 119.8 亿元，解决了很多重点难点热点问题，
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升，全年有 46项工作受到国家、省
市表彰。

信阳市教育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苏锡凌告诉记
者，信阳直面群众期盼，攻坚克难，聚力解决学前教育
优质资源短缺、中小学校“城镇挤”“乡村弱”“大班额”、
教育保障能力不强、教育队伍总体数量不足等突出问
题，投巨资、强基础、促均衡。

2018年，信阳城乡办学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幼儿园
新增学位 9660个，维修改造中小学校 331所；“全面改
薄”工程圆满收官，五年规划建设的 75万平方米校舍全
部竣工，新增农村寄宿制学校 64所；推进“互联网+明
厨亮灶”工作，227所农村寄宿制学校食堂实现网络平
台连接；加大城镇义务教育资源扩充，五年规划已竣工
项目 227 个，改扩建高中校舍 4.2 万平方米；新招聘各
类教师 4980 人；大抓师德师风教育和教师能力提升，
实施“中原名师培育工程”，全市 6个县通过国家评估认
定；全市普通高招本科一批上线率达 19.11%，位居全省
前列，空军招飞连续六年全国第一。

信阳教育系统各级党组织积极主动作为，用“奋进
之笔”激发广大教职工不畏艰难、积极拼搏、奋进向上
的精神状态，涌现出“全国最美教师”李芳等一大批优
秀教师典型代表和优秀教育工作者。6

平桥区

全民齐动手 植树播绿忙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袁征）开

春以来，平桥区内无论是淮河沿岸，还是高铁、铁路沿
线，处处是火热的植树场景。一棵棵新栽的树苗笔直
挺立、连片成行，宛如一道道绿色琴键，演奏着绿色生
态发展的春曲。

2018年年底，平桥区积极落实省市部署，以创建国
家森林城市为抓手，积极推进国土绿化提速行动，以山
区造林、廊道绿化为重点，全年完成新造林 5.5万亩、森
林抚育和改造 4.2万亩，绿化廊道 576公里，被省委、省
政府评为全市唯一廊道绿化高标准示范县区。

2019年，平桥区再次计划投资 2.6 亿元，间接带动
林下经济和生态旅游投资 4亿元，完成造林任务 4.8 万
亩。在生态建设规划中，他们围绕“产、城、村”三篇文
章，统筹推进“主次干道、大小河流、城市乡村和荒山荒
坡”四个层次的绿化，重点实施淮河廊道和沪陕高速绿
化带拓宽工程，使淮畔绿化带达到 500米宽，沪陕高速
两侧绿化带拓宽至 100米。他们还结合脱贫攻坚和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高标准规划乡村绿化新格局，实现

“车在绿中行，人在画中游”。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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浉河花开春意浓

“点沙成金”新杨庄

2.63万亩

2018 年，新县完成造林 2.63

万亩，森林抚育 3.34 万亩，完

成义务植树 11.5 万株，道路绿

化25公里，美化乡村10个

68起

2018年，全县查处各类森林资

源案件68起，其中刑事案件18

起，治安案件9起，林业行政案

件41起，移送起诉案件9起

194万元

2018年，县里在实施12.9万亩

天然林的区划落界工作时，为

2600余贫困户9400余人兑付

天然林保护补偿资金194万元

来，把这棵古松也拍下来 新县林业局供图

林子密了，鸟儿多了 胡良友 摄

新县林长制公示牌 新县林业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