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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卢松）党的十九大以
来，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问题导
向，深挖细查“四风”问题及隐形变异种
种表现，对顶风违纪问题从严查处问
责。4月 2日，记者了解到，为进一步强
化警示教育，省纪委监委近日对 5起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
开通报曝光。

焦作市公安局中站分局党委书
记、局长（副处级）王平友长期借用管
辖区域内企业车辆问题。自 2012年 3
月担任中站公安分局局长以来，王平
友长期借用中站区某企业东风雪铁龙
小轿车一辆，直至 2018年 6月份，其间
用车费用均在中站公安分局报销。
2018年 12月，王平友受到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

漯河市畜牧局党组成员、市动监所
所长（副处级）薛金平违规公款吃喝、私
车公养问题。2015年至 2018年，薛金

平先后以公务加油卡折现的形式支付
本单位在某饭店的餐费7960元及在某
专卖店购买烟酒的费用 5000元；先后
3次用公务加油卡为其亲属私家车加
油 1100 元。2018 年 12 月，薛金平受
到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由副
县级降为正科级）。

商丘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副调研员、
机关党委书记（副处级）张体成超标准
配备使用办公用房问题。2017年 7月，
张体成在正常配备使用办公用房以外，
长期占用另一办公用房（19.1 平方米，
带卫生间），造成不良影响。2018年 9
月，张体成受到党内严重警告、政务降
级处分。

许昌金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第五
大队大队长、党支部纪检委员刘俭军违
规使用公车问题。2019年 2月 5日至6
日（农历正月初一至初二），刘俭军在检
查工作之余，擅自驾驶特勤车走亲访

友，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2019年 2
月，刘俭军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开封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特种设备
安全监察科副科长李德超违规收受礼
品礼金问题。2015年至 2018年，李德
超利用负责电梯安装使用注册登记、年
检等职权，违规收受、索要管理服务对
象 礼 品 礼 金 折 合 人 民 币 6700 元 。
2018年 8月，李德超受到党内严重警告
处分。

省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上述
案件充分暴露出个别党员领导干部党
纪党规意识淡漠，面对党中央的三令五
申、面对纪检监察机关的严肃查处，依
然不敬畏、不在乎，不收敛、不收手，严
重败坏党员干部队伍风气，损害党和国
家机关形象，受到严肃处理完全是咎由
自取。

作风建设事关民心向背、事关党的
执政基础。省纪委监委要求，各级党组

织要把刹住“四风”作为巩固党心民心
的重要途径，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
化主责意识，加强教育引导，时刻防范

“四风”隐形变异新动向，坚决防止“四
风”问题死灰复燃，坚决防止旧弊未除、
新弊又生。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从上
述典型案件中汲取深刻教训，进一步强
化“四个意识”，增强纪律规矩观念，牢
记底线、远离红线、不碰高压线，自觉贯
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廉洁自律
各项规定，共同维护风清气正、干事创
业良好政治生态。

省纪委监委强调，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要聚焦监督第一职责，做实做细日常
监督、长期监督，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坚
守、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突破，对享乐主
义、奢靡之风等歪风陋习露头就打，对
典型案例一律通报曝光，坚决防止产生

“疲劳综合征”，始终保持正风肃纪高压
态势。③5

本报讯（记者 郭戈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秦川）4 月 2 日，鹤壁
5G产业园启动仪式在鹤壁东区“创
业创新园”举行，来自京东集团、阿
里云、农信通集团、华为技术有限公
司等国内、省内知名企业的代表共
计逾200人出席。

近年来，鹤壁市持续加快产业
转型和产业升级步伐，以数字经济
为指引谋划实施的鹤壁 5G产业园
项目，将以大数据中心和云平台服
务为载体，规划建设 5G 技术研究

院、5G器件检测中心、5G应用体验
园、龙头企业培育基地等，打造数字
经济产业生态圈。

当天的活动现场，共有阿里云
创新中心（鹤壁）基地 1家大数据企
业，中海创、超立方虚拟技术等 9家
人工智能企业与园区进行签约。目
前，鹤壁 5G 产业园一期已实现 5G
网络的全覆盖，京东集团“一基地三
中心”、农信通集团、鹤壁国立光电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已率先入
驻。③4

省纪委监委通报5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鹤壁5G产业园正式启动

4 月 2 日 是
“ 国 际 儿 童 图 书
日”。南阳市建业
小哈佛双语学校
开展“爱读书、读
好书”活动，丰富
孩子们的精神生
活。⑨6 高嵩 摄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张中坡 谭天

农村美不美，关键看环境。近来，
方城县二郎庙镇田楼村的村民感受到
了身边环境的变化。

“农村装扮起来一点也不比城里
差！”4月 1日，该村村民王贵亭说，以
前每次进城，看到垃圾入桶，路面干干
净净，还有专门的垃圾清扫清运人员

和车辆，就羡慕不已，现在垃圾桶摆到
了村民家门口，村里成立了卫生区域
小组，每天清扫垃圾，还有专门的车辆
来回收垃圾。

凭借离高速口近的位置优势及良
好的生态环境优势，二郎庙镇农游一
体化的特色逐渐显现，田楼村不少村
民也吃上了“旅游饭”。

“总不能让游客来了，看着到处
都是垃圾、柴火堆吧。”村民们告诉记
者，多年的不良卫生习惯改起来并不
容易，但游客的到来，让他们看到了
实实在在的收益，开始有了改变的意

识。
政府的支持也开启了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加速度”。
方城县在全县展开陈年垃圾集中

清理行动，县财政为每个行政村补助
1 万元陈年垃圾清理费，重点清理围
村垃圾、沟塘垃圾和房前屋后垃圾。
结合村庄布局，打破乡镇区划，合理
布局 54座垃圾中转站，每座垃圾中转
站服务半径 10 公里。由县财政出资
5000 万元、乡镇财政累计出资 2100
万元，为各村配齐了农村垃圾收集运
输设备，通过为贫困户提供公益岗位

的形式，配备到位 6000 名保洁员，确
保农村垃圾收得拢、运得出。

该县还投资 1.5 亿元实施污水处
理厂扩建工程。工程完工后，城区内
污水可实现应收尽收、达标排放，有效
改善城市环境，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与此同时，该县 17个乡镇（街道）均建
成污水处理设施，尽力将全县范围内
的生产生活污水“一网打尽”，让农村
的河水清起来、坑塘净起来。

如今，通过农村垃圾和污水集中
治理，方城县农村的“颜值”不断提升，
焕发了新的气象。③8

本报讯（记者 谭勇 通讯员 闫利
华 殷世杰）4月1日15:30，高度126.5
米的三门峡市国道310南移新建工程
弘农涧河特大桥最高墩封顶，为2020
年项目建成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

由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建设的三门峡市国道 310南移新建
工程是河南省重点项目，也是三门
峡市建市以来投资最大的工程，全
长 165公里，概算总投资 123亿元，
共有大中桥梁 45 座、总长 13313
米，其中特大桥6座、总长9706米。

作为全线最重要的控制性工程
之一——弘农涧河特大桥是全线最
长、跨径最大、墩身最高、施工难度最
大的桥梁。该大桥于灵宝市函谷关
镇西留村处，设计为双向四车道，左
幅全长 3177米，右幅全长 3175米。
其中，此次封顶的8号墩高126.5米，
为全线最高墩，也是河南省第一高
墩，墩长 19.75米，墩底宽 10.63米；
钢筋用量约1920吨，混凝土约8200
立方米。整个墩柱浇筑历时258天，
由中建七局承建。③5

126.5米！
我省第一高桥墩封顶

基层亮点连连看

方城美丽乡村“颜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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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田宜龙
本报通讯员 葛高远 李德伟

“大一些的雪松 40万棵已经栽植
完毕，小雪松正在回来的路上……”仲
春的一天，伊川县委书记李新红在彭
婆镇临近万安山的一处国储林绿化工
地上，认真听取绿化的进度。“全县规
划实施国储林项目新造林 11.3 万亩，
2019年造林任务为3.5万亩，利用国储
林项目资金流转土地，建设楸树、椿
树、雪松育苗基地 2.8万亩。”为早日完
成国储林建设，李新红为涉及项目的
各个部门加油鼓劲。

党的十九大确立了坚持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基本要求、建设美丽中国
的奋斗目标和以乡村振兴战略统揽

“三农”工作全局的重大战略。去年 9
月，河南省《森林河南生态建设规划
(2018—2027年)》开始实施，伊川县抓
住“森林河南”这一发展机遇，依据当
地地理环境等特点，大力推进国储林
建设，育苗基地遍地开花。同时，依据
路网河流加快廊道绿化提升。按照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牢固树立和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借力田园综合体和农业合作社等

“晕染”“辐射”作用，加快乡村绿化美
化建设。

细描工笔山水画 晕染美丽生态图

“九皋不墨千秋画，伊水无弦万古
琴”，这是文人对伊川的描述，如今的伊
河，绿水潺潺，鹭鸟翻飞，两岸大堤整修
一新，廊道绿化火热进行，一渠伊河水缠
过九皋，劈开龙门进入洛阳。伊川县是
洛阳市“建设生态宜居南组团”的重要组
成部分，该县结合“森林河南”重大战略

部署，围绕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七绿”
工程，结合目标定位，规划实施了“一轴
两带一廊一园百庄”的总体生态布局。
一轴即围绕伊河生态综合治理，打造上
接陆浑、下连龙门全长40公里、宽1.5公
里的沿河绿色生态中轴。两带是指北接
万安山，南到郑少洛高速、东连登封、西
至伊水的20万亩生态带；龙凤山至甘泉
河20万亩生态带。一廊为以县域内高
速、铁路、快速通道、县乡道路为主的
1700余公里3.5万亩道路生态绿廊。一
园是结合地域特点打造5万亩特色林果
园。百庄，就是用5年时间实现全县359
个行政村绿化美化。

全县计划五年内完成新造林35万
亩，提高县域绿化率19个百分点。

梳好林木致富妆 造出十万国储林

百年树人，十年树木。造林先造苗，
苗同样也是林。为满足全县大面积的国
土绿化需求，节约造林成本，伊川县坚持
规划先行、苗木先行，围绕去冬今春绿化
造林工作，大抓苗木基地建设，规划总面
积4.5万亩，目前已完成2.3万亩，年底前
将全部建设完成，实现产苗4300万棵，
除了保障今后五年造林绿化苗木外，可
为其他地区提供苗木2000万棵。

据悉，涉及国储林育苗基地的主要
有，建设1万亩楸树育苗基地。利用江
左镇48个温室大棚“腾笼换鸟”，前期在
10个大棚内培育穴盘苗1000万棵，通

过出苗扩繁，再到林苗一体化的方式移
植到大田。建设1万亩椿树育苗基地。
采用林苗一体化的方式，在鸦岭镇流转
700亩土地、江左镇流转600亩土地，进
行香椿、白椿大田播种育苗，建设8000
亩雪松育苗基地。在郑少洛高速沿线流
转8000亩国储林项目用地，从云南、江
苏购买雪松营养钵苗220万棵，采用林
苗间作的方式，在每亩地栽植楸树、油松
等国储林树种56棵，并套种高度80厘
米以上的雪松苗277棵，待雪松苗长成
后，用于国土绿化或进行出售。

下好人才先手棋 撬动乡村齐发力

“这是 1000 亩的美人梅，今年刚
种植上，开花不多，明年肯定会花开烂
漫，游人如织。”洛阳邵雍文化产业园
负责人王丰奎站在一望无际的梅花树
林中说。王丰奎是伊川县平等乡平等
村人，在北京市创业成功后，立志要为
家乡办点事。去年，他回老家时，正赶
上伊川县开展“大宣讲大排查大走访”
活动，宣讲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
森林河南战略部署深深影响了他，后
来经过一番考察，决定依托平等乡邵
雍文化地域特色，开发建设邵雍文化
园。该项目占地面积 19000 亩，覆盖
平等乡的姜沟村、平等村、古城村、东
村、西村、杨寨村、龙王屯村、王庄村、
张奇庄村等。该项目包括：景观苗木
花草种植、千亩百花园、邵雍文化广

场、水系灌溉建设、电网铺设、民宿小
院、农家乐餐饮住宿建设、沟域景观
等，项目建成后将带动附近区域人流
量增加，有力拉动平等乡经济增长及
地方经济收入。项目平台能够提供固
定工作岗位 450 个，临时就业岗位
1200个，预计每年劳动力总收入可提
高 1100万元以上。民宿小院、农家乐
餐饮每年创收约 500 万元，为善于经
营的村民提供创收机会。畜牧业、水
产品、花木养殖年创收 1000 万元以
上。目前项目已投资1.2亿元。

动员在外能人抢抓生态文明建设
和乡村振兴机遇，助力生态伊川建设，
实现自身发展，吸引了一大批能人返乡
创业，建设育苗基地、发展休闲农业。
和王丰奎同乡的古城村黄爱丛，返乡创
业与其他人合作成立洛阳市林源林业
有限公司，投资 3750万元在彭婆镇培
育国槐、香樟、桂花、玉兰等高档苗木基
地2000亩，实现年收益500万元。

在外漂泊成功创业，回乡种树留
住乡愁。据统计，像王丰奎这样回乡
投身林业建设的全县有近 40人，苗木
基地也呈裂变式辐射，已经发展 36个
计1.2万亩的规模。

乡村合作社，咱们来种树。在伊川
县，农民家门口打工，种树已经成时尚。

各乡镇为提高农民收入，增加集体收益，
采取“乡村+合作社+农户”的模式，积极
发展育苗基地，已经有25个育苗合作社
相继成立，利用水肥地规划建设5000亩
育苗基地，为乡村廊道绿化、村庄绿化做
好苗木准备。县财政还给予每个合作社
50万元集体经济发展引导资金，并给予
创业贷款支持。每个合作社规划建设
200亩到 500亩的育苗基地，结合贫困
户3万至5万元小额贷款政策，带动20
户左右贫困户入股合作社，并参与苗木
种植管理工作，获得工资性收入，同时动
员群众以土地入股参与合作社育苗。坚
持育苗品种与廊道绿化、村庄绿化树种
相结合，确保满足乡村绿化需要，此举，
既为各乡村廊道绿化、村庄绿化培育了
良种壮苗，又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带动
贫困群众增收脱贫。

弹好生态和谐弦 奏响美丽发展曲

让生态如何美丽？怎样吸引住游
客？观伊川县育苗基地发展规划，便可
一斑窥豹。他们在建设过程中，经过深
入调研谋划，结合区域特点、造林规模、
产业发展等因素，注重做到四个结合：
一是与廊道绿化相结合。高速、铁路等
主要廊道两侧的适宜地段规划建设育
苗基地，既实现了育苗，又提升了廊道

绿化颜值。洛栾高速沿线的5个乡镇，
规划建设了女贞、栾树、红叶石楠等苗
木基地 1000亩；在郑少洛高速沿线规
划雪松育苗基地8000亩。二是与乡村
旅游相结合。围绕万安山脚下的范仲
淹墓、姚崇墓开发建设，围绕邵雍文化
园、平泉山庄等田园综合体建设，在周
边规划建设苗木基地，为乡村旅游奠定
良好的生态环境。三是与经济林建设
相结合。围绕全县 5万亩名优特新经
济林建设，各乡镇积极做好苗木繁育工
作。如鸦岭镇委托陕西韩城定向育苗
规划建设 10万亩花椒基地、江左镇通
过自繁育苗规划建设4000亩规模西梅
山庄、高山镇规划建设 6000亩特色经
济林基地、酒后镇规划建设 3000亩高
档葡萄基地、吕店镇规划建设 3000亩
红不软桃基地等，都在进行苗木自繁自
育工作。四是与人才引进相结合。从
外地高薪聘请专业技术人员对育苗工
作进行指导，有效提高苗木栽植质量，
确保成活率。从鄢陵聘请园林工程师
对邵雍文化园育苗工作进行指导，从河
南科技大学林业职业学院聘请树木学
教授、从洛宁聘请苗木专家对楸树基地
育苗工作进行指导，这些“园丁”都为绿
化作出了美丽的贡献。

“推进森林建设，是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的
需要、维护国土生态安全的需要、绿色
发展的需要、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需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脱贫攻
坚的需要、稳定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
的需要。现在，老百姓很愿意投资植
树造林这个绿色银行，已经享受到金
山银山带来的红利。”李新红说。

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 推进国土绿化提速提质——洛阳市国土绿化巡礼⑤

建绿色银行为“森林河南”增颜值
造金山银山助“乡村振兴”创红利

伊川：

本报讯（记者 赵同增 通讯员
王静雯）3 月 28 日上午，在位于新
乡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新乡大数据
产业园，华为新乡云计算数据中心
正式上线。据悉，这是华为云服务
在全国建设的第 16 个云服务数据
中心，也是华为公有云目前在河南
的唯一节点。

据了解，作为华为全球云服务
网络的重要节点，华为新乡云计算
数据中心可以提供 1000 个物理机
柜、10000台服务器、500PB的存储
规模。“相当于在新乡建设一个高铁

站，从这个站上车可以快速通达全
国”，即一点接入，辐射全国。企业
使用云服务可像用水用电一样“按
需取用”，信息化成本将大幅降低，
变得更加智慧。

2016年，新乡市与华为公司签
订合作协议，共同打造新乡市云计
算数据中心，项目以华为云计算数
据中心为核心，总投资 16.47亿元。
当年 10月，华为公司为新乡量身打
造的政务云平台启用，实现了全市
40多个政府机构系统云化、数据集
中、业务协同。③9

华为新乡云计算数据中心正式上线

本报讯（记者 王延辉）炎黄子孙
同根，华夏民族同源。美国当地时间
3月31日上午，作为和黄帝故里拜祖
大典一脉相承的美国旧金山海外炎
黄子孙拜祖大典在旧金山市政广场
举行，数千名海外华人华侨华裔共同
参与并见证了这庄严的时刻。

轩辕黄帝是中华民族一脉相承
的始祖，是华夏文化生生不息的象
征。“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经过多年
的成功举办，在海内外华人中产生
了巨大影响，成为广大中华儿女魂
牵梦绕的精神寄托和心灵家园。

“旧金山海外炎黄子孙拜祖大
典”由海外炎黄文化传承基金会主
办，美国华商总会协办，至今已连续

举行四届，延续新郑黄帝故里拜祖
大典“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和
谐”的主题，共尊中华传统礼制，并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相
结合，已成为海外华人标志性的文
化名片。

“第一届参加拜祖的有 20多个
社团，到第三届就有 100多个社团，
今年参加的社团更多，也增加了新
的项目。”海外炎黄文化传承基金会
会长、海外炎黄子孙拜祖大典主席
张丽莉介绍，随着黄帝故里拜祖大
典在海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世界
华人也掀起了“同拜黄帝”活动的热
潮，进一步增强了民族认同感和凝
聚力。③4

美国旧金山举行
海外炎黄子孙拜祖大典

关注我省项目工程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