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方观察/焦作│142019年3月28日 星期四
统筹 张华君 陈学桦 组版编辑 王屹立 美编 张焱莉

3月 17日上午，“青天河杯”第三届河南省全民徒步大会（焦作站）、2019焦
作市百万妇女健身展示活动暨青天河万亩桃花赏花季启动仪式在青天河景区靳
家岭举行。来自河南、山西、山东等地160余家户外团体以及户外爱好者、游客
一万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8 焦作观察记者 郑伟伟 本报通讯员 孙贝

□焦作观察记者 陈学桦 成安林

3月 21日，天蒙蒙亮。修武县云
台山镇边庄村 57岁的村民宰银根起
个大早，驾驶破烂不堪的机动三轮车
前往该镇龙门村深山区。车斗里装有
几棵大白菜、几把挂面、两个备用轮胎
和一个千斤顶。

沿山沟，直奔大山。说路不成路，
崎岖坎坷，遍地鹅卵石。三轮车剧烈
颠簸，如蜗牛般爬行，速度不如步行
快。五公里车程，晃悠悠行驶了近一
小时。

眼前，一面墙上用红漆写着“植树
造林”的石头房，是宰银根居住了 20
年的“家”。他推开木门，屋内昏暗，从
口袋里掏出打火机，点着了煤油灯。
灯亮，屋内一张桌，一铺床，两口锅，三
五只碗，五六个水桶，门后放着几个铁
镐、铁锨，这是全部家当。

沿着羊肠小道，宰银根扛着铁锨，
爬上鸡冠山山顶，指着视线范围内的
山地，扯着嗓门说：“这五六个连片山
头都是我承包的，共3100亩。原住村
民早年搬下山，山坡梯田都撂荒了。
我整理之后，栽上了果树，培育杨树苗
和桐树苗。”

最近一段时间，宰银根起早贪黑，
挖了两三千个树坑。“今年要在这片山
地种苹果树、梨树。”宰银根额头上渗
出了汗水。

仔细打量一番，他个头不高，微
胖，四条皱纹深嵌在额头上，头发黑白
参半，看上去比同龄人显老了不少。
宽大、粗糙、有力，布满老茧的双手，犹
如树皮一般，种树的技法犹如沟壑一
般，深深刻在了他手掌纹路里。

当初为啥跑到深山开荒种树？站
在山顶上，他长舒一口气，回忆起当初
场景：地处深山区的龙门村，山连山，
岭连岭，绵延起伏近十公里，由于退耕
还林，无人看管。

1999年冬，龙门村老村委书记跑
到山下，找到边庄村干运输生意的宰
银根，鼓励他承包3100多亩荒山。对
大山情有独钟的宰银根慨然应允，与
龙门村委会签订了40年的 3100亩荒
山承包合同，誓言让荒山披绿装。

从那开始，宰银根带着爱人一头
扎进深山简陋房，缺水少电，整日与大
山相伴。寂静的山沟里，他们挥锹抡
镐，每天爬坡下沟挖坑不止，恨不得早
日把荒山全部绿化。

如此挖坑栽树，宰银根花光了原
有积蓄。为种树，亲朋好友说他是“植
树狂人”，和他断了来往。与其相濡以
沫的爱人，一气之下和他离婚回了四
川娘家。

自此，空冷的石头房，他孑然一
人。“在山里20年，很少有人走进来，过
着野人般的生活。人在屋里睡，豹子门

外蹲，野猪常光顾。”宰银根打趣地说，
时间长了，他和这些“邻居们”和睦相
处，时常把剩饭剩菜放留给“邻居们”。

宰银根记得，有一次睡到半夜，总
觉得被窝里有东西，点着煤油灯，掀开
被子一看，一条 2米多长的大黑蛇卧
在被窝里，惊出一身冷汗。

一棵树、一片林、一座山。20年
间，宰银根栽下了杨树8万多棵，香椿
树 3万多棵，柿子树 6000多棵，泡桐
树5000多棵，核桃树5000多棵，还有
其他树种苗，总计18万棵。

“我焊制了水箱，从外面往山里运

水。每棵树一桶水，才能保证成活
率。”宰银根说，如今，荒山绿了，头发
白了。

随着经济林挂果成熟，他的辛勤
付出慢慢有了回报，三五成群驴友“组
团”来采摘核桃、柿子和苹果等，挣来
的钱大多用来偿还外欠的树苗钱和雇
工钱。

“进山路太差劲，三轮车轮胎坏掉
是常有的事儿，车斗里备用轮胎和千
斤顶一直处于‘备战’状态。”宰银根苦
笑着说，路况差，山里的“宝贝”运不出
去，心疼得很。他正想办法筹措资金，

修一条通往外面的路，渴盼早日让荒
山变绿山，让绿山变金山银山。

临近中午，宰银根从山顶下来，走
到一坛山泉旁，用扁担挑起两桶水，在
石头房隔壁的露天厨房做了碗白菜面
条。

这时，电话响了起来。电话那头
说：“老伴儿，我要回来陪你一起种树，
干到老，干到底。”宰银根欣喜应诺。

午后，他徜徉在春日暖阳下，躺在
三轮车上午休。梦中，他种的树木枝
繁叶茂、果香扑鼻，沿着通畅的山路运
出了大山。8

□本报通讯员 乔桥 李晓光

2019 年 2 月 1 日，焦作市委书记
王小平到国网焦作供电公司调研电力
供应情况，对该公司始终站位经济社
会发展大局，主动作为，勇于担当，积
极履行社会责任，为全市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了坚强的电力保障所做的努力
表示充分肯定。

1月 22日，焦作市市长徐衣显作
出批示，对焦作供电公司坚持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在全市清洁取暖、脱贫
攻坚、产业结构调整等重点工作取得
的成绩给予高度评价。

…………
一个个成绩被肯定，一件件计划

成事实，激励该公司全体干部员工不
忘初心，继续前行。

强网提质 用心服务

“只有以客户为中心，做大做强焦

作电网，提高电网供电能力和电能质
量，才能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
强电力保障。”面对焦作高密度地招商
引资项目，及逐年上升的用电负荷曲
线，该公司总经理李大鹏深有感触地
说，“电网建设要遵循清洁、节约和可
持续的生态发展理念，才能有效提升
电网发展质量。”

2018年，焦作电网建设驶入快车
道，全年累计完成电网投资11.7亿元，
建成投运 10千伏及以上输变电项目
167项，电网投资规模连续三年在 10
亿元以上。

该公司开展全市淘汰煤电落后产
能电网保障能力适应性和前瞻性专题
研究，谋划了 18项 110千伏及以上配
套电网延伸建设项目，为争取上级电
网建设专项配套资金奠定了坚实基
础。

该公司主动对接服务重点项目，
细化“放管服”业扩配套项目分层分级
管控措施。焦作市重点工业项目孟州

中内凯思供电工程作为全省首个 35
千伏“放管服”业扩配套项目顺利投
产。全年市县公司建成 85项业扩配
套项目。

2018 年 12 月 24 日，徐衣显主持
召开城乡规划委员会 2018 年第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焦作历史上首个《电
力 设 施 布 局 专 项 规 划（2016——
2020）》，并增补该公司为焦作市城乡
规划委员会成员单位。

徐衣显说，要加强规划引领作用，
把电网布局好、建设好，为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可靠的电力支撑。

履职践诺 久久为功

2018年 12月，《国网焦作供电公
司社会责任白皮书》正式发布，表达了
该公司在服务焦作“努力在中原更加
出彩中出重彩更精彩”新征程中“站排
头、争标杆”的决心和勇气。

该公司成立电网助推脱贫攻坚办

公室，精准排查贫困村电网改造信息，
及时研究解决方案实施中遇到的重大
问题，保证资金和资源投入。

该公司党委书记邱型波说：“要坚
持党建引领，将脱贫攻坚责任放在心
中、扛在肩上，用作风建设的成果促进
电网脱贫各项举措的落实。”

2018年 6月底，该公司提前实现
全市 190个贫困村和深度贫困村电网
建设脱贫目标，县域电网户均容量翻
一番，位居全省首位。完成了 74个行
政村的光伏扶贫项目发电并网投运工
作，可帮助4298户贫困户实现脱贫。

作为全省首批、总投资 3 亿元的
温县“全国小康用电示范县”项目提前
4个月竣工，供电可靠率、电压合格率
分别提升至 99.97%、99.96%，在全省
县域电网领先用上了“小康电”。

透过这些成绩不难看出，焦作供
电公司在履诺践诺方面步履铿锵。

该公司完成了 305项“煤改电”配
套电网建设任务，15万“煤改电”用户

电价降低 0.15 元等优惠政策执行到
位；8家地方电厂燃煤机组日均发电量
同比下降 58%；通过电能采集系统对
827家停、限产重点企业有效监控，配
合政府部门对 67家违规企业采取停
限电措施。

心系发展 情系民生

“真是想不到，我们当时只提供了
企业营业执照，提出用电需求，你们就
上门办理了。”1月 11日，焦作嵩阳光
电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在焦作供电公
司开展的客户回访中连说了几个“想
不到”。

该公司深化“全能型”乡镇供电所
建设，全力推行业扩报装“三减四零”
服务新机制，低压和非低压居民客户
提交的申请资料都减少至 3种。将办
电方式扩展到营业厅、电话、网站、手
机客户端等多种途径，努力实现客户
办电“最多跑一次”或者“一次都不跑”

的目标。
该公司通过直接降低工商业电价

10%、省级电力市场化交易、取消临时
接电费和高可靠性费用、清理转供电
加价环节等措施，全年累计减少用户
用电成本4.56亿元，占全省的11.4%。

全面推行用电报装“放管服”改
革，深化“互联网+”营销服务，实现全
业务“一证受理”“网上办理”，“高压报
装时限”压缩30%、低压无配套工程用
户当日申请、次日接电。

该公司以“用户电价不增长、大气
排放明显降、供电安全有提升”为目
标，完成了 4个电厂总计 13.5 万千瓦
燃煤机组关停，关停容量和交易电量
均居全省地市首位，并作为典型经验
全省推广。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展望未来，焦作供电公司将更加
积极主动融入转型升级、创新发展行
动中，为推动焦作早日跻身全省“第一
方阵”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一 张 蓝 图 绘 到 底
——国网焦作供电公司服务国计民生工作纪实

□焦作观察记者 姬姣姣
本报通讯员 王璐

在刚过去的这个冬天，家住武陟
县西陶镇西陶村的史全龙，显得有点

“反常”。一向不大爱出门的他，空闲
时总喜欢去村里新建的公园转转。

“这公园光看着心里就美，大冬天
来转，还到处绿景，比窝在家里强多
了。”69岁的史全龙说，村里的老少爷
们没事都爱来公园溜达。

在武陟，“绿景”不止于此。一个
个四季有绿、功能齐全的小游园遍布
城乡，一条条绿色廊道追随干线道路
不断延伸，一片片生态涵养带正焕发
出勃勃生机……

近年来，武陟县认真践行生态文
明思想，以建设“森林武陟”为核心，按
照“一城多村三基地，两带三网多园
区”总体布局，坚持大规划布局、大工
程推进、大手笔投入，重点实施廊道绿
化、森林乡村创建等八大工程，扎实推
进国土绿化提速行动。

围绕以“绿”荫城，该县从规划环节
抓起，高标准编制《森林武陟生态建设
规划》，构筑了以城区绿化为核，以镇村
绿化为点，以生态廊道及沟河渠林网、
农田林网为线，以黄河生态涵养带、经
济林、速生林为面的大生态绿网，着力
打造森林进城、绿化进村、出门见绿。

如今，这些规划理念已成为越来越
多的实践遵循，造绿廊、增绿量、筑绿带，
覆盖武陟城乡的绿网体系初步形成。

以核带动，游园布绿。该县通过
大型公园、小游园、带状绿地等形式，
相继建成了覃怀公园、凤仪湖公园等
一大批公园广场，均衡城区绿地分布，
加快绿地建设步伐。据了解，该县拥
有各类公园游园 26处，公园绿地服务
半径覆盖率达82.05%。

以点融入，乡村增绿。该县统筹
抓好村内街道、街心游园、房前屋后的

全域绿化，以村庄道路、庭院及公共绿
地为重点，寻缝插绿、见空种绿，并在
村庄四周营造田成方、林成网、河沟路
渠播绿的林网格局，绿化美丽乡村。
目前，全县已绿化美丽乡村 134个，完
善林网9400亩。

以线延伸，廊道串绿。出台《武陟
县生态廊道建设实施方案》，坚持“政
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专业化
造林”原则，县财政列出专项资金，以
郑焦城际铁路、郑焦晋高速公路、四好
农村路为骨架，采取乔灌花相结合、多
树种搭配的方式，形成一路一景、三季
有花、四季常绿的道路绿网。去年以
来，该县高标准建设生态廊道7000余
亩，道路绿化普及率100%。

以面铺展，全城植绿。依托 41公
里黄河大堤，利用滩区宜林地，建设多
功能林带，新增绿化 6500亩；沁河大
堤单侧新建改建林带 30 米，呈现出

“一年四季景不同”的景观效果。同
时，该县还积极推进林业产业工程，以
谢旗营镇和圪垱店乡为中心，发展优
质速生的林木良种繁育，建成苗木花
卉、精品杂果、工业原料林三大基地，
截至目前，武陟县建成苗木花卉基地
4.9万亩，精品杂果基地3.2万亩。

据了解，2018 年以来，武陟县共
完成造林绿化2.3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23.9%。

“推进国土绿化提速行动，像过去
那样粗放式的植树已经行不通，必须
坚持增绿添彩提质，打造武陟高质量
发展的绿色新名片。”该县林业局局长
李卫东说。

国土绿化提速，更要提质。今年春
季，武陟县将继续围绕廊道绿化、森林
乡村创建等八大工程，完成1.66万亩绿
化，因地制宜选择树种，科学布局层次，
丰富绿化色彩，实现廊道林荫化、城市
园林化、农田林网化、乡村林果化、庭院
花园化，增色“森林武陟”。8

绿色扮靓“森林武陟”
深山植树二十年 誓把荒山变绿山

宰银根：让绿色成为山峦本色

本报讯（焦作观察记者 陈学桦 姬
姣姣）3月 20日，2019年全国乡村旅游
发展经验交流现场会在婺源召开，来自
国家发展改革委、文化和旅游部以及河
南、天津等全国其他 20多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中旅集团等相
关负责人参加此次会议，共同探讨促进
乡村旅游持续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

乡村旅游需要资本助力，乡村振
兴更离不开金融赋能。

会上，焦作中旅银行行长游翔表
示，发展乡村旅游、做好美丽乡村建设
是乡村振兴的最优路径和打赢扶贫攻

坚的最好战场，既能留住青山绿水，满
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又能
促进乡村产业发展，让农民有事做、有
钱挣、形成贫困地区脱贫的内生动力。

金融活则产业旺，产业旺则农民
富。近年来，焦作中旅银行以金融为
纽带，不断发挥自身优势，创新金融产
品，探索扶贫模式，落实支持实体、普
惠金融等各项政策，为乡村旅游的提
质增效、乡村振兴以及精准脱贫持续
贡献力量，在服务乡村振兴道路上砥
砺奋进，筑梦前行，浓墨重彩书写支持
乡村振兴战略的精彩篇章。8

全国乡村旅游经验交流会召开

破烂不堪的三轮车，是
宰银根最好的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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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银根上山挖坑植树

挑水浇树

宰银根居住了多年的石头房

怀川追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