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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观察记者 张建新 张宏怡

矿区是什么样子？堆矸场、

黑水沟、脏空气、沉陷区……“脏

乱差臭黑”是人们对煤矿的第一

印象。但眼前的中国平煤神马集

团十一矿却是另一番景象，蓝天

白云下，矸石山上，漫山的树木吐

出新绿，四五个喷淋不间断洒水；

游园里，廊台亭榭点缀其间，各色

花儿竞相吐蕊；生产区内，道路干

净如洗，周边花木林立，看不到厚

重的粉尘。

作为第三批国家级“绿色矿

山”试点单位，十一矿变身花园式

矿区，是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践行

绿色发展理念、深度治理北部矿

区的一个缩影。

平顶山因煤而立，因煤而兴，

延绵百里的矿区横亘在平顶山北

山脚下。过去，粗放式开采致使

整座城市结构性污染严重，生态

环境欠账过多，矿区治理一度成

为环境污染防治的“老大难”。

近年来，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出重拳补短板，下猛药提标杆，以

安全环保为前提，以创建环保绿

色引领企业为抓手，强力推进北

部矿区综合整治，让绿色成为矿

区最靓丽底色，助推该集团高质

量转型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宁建鹏）4月 24日，位于平顶山市郏
县龙山街道南环路附近的郏县森强家庭农场中，700多亩
小麦随风摆动，长势正旺。“由于种植过程中注重科技投
入，去年，小麦总产量达 450多吨。”该农场负责人郭森强
告诉笔者。

自 2008年开始，郭森强陆续流转土地 780多亩，专门
从事小麦、玉米和大豆的规模化种植。为提高种粮效益，
他从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入手，先后购置了大型联合收割
机、旋耕机、播种机以及无人机等设备，并实施测土配方施
肥和秸秆还田技术，生产绿色、无公害的粮食产品。

近年来，郏县积极推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先后
投入资金 4.22亿元，实施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项目、
郏县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项目、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等，稳步
提升粮食产能。与此同时，推广高效低风险农药和无人机
等高效施药机械，积极推广物理防治、生物防治等绿色防
控技术,大力发展绿色农业、生态农业。

为推动品牌农业建设，郏县出台奖励激励措施，积极培
育新型粮食生产大户、农机专业合作社、粮食生产合作社、粮
食经营合作社的发展，使合作社、龙头企业成为带动粮食生产
稳产高产优产的主力军，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市场竞争力。

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县已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830
多家、家庭农场270多家，土地流转累计27.3万亩。全县建成
小麦、玉米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示范方近10万亩。9

郏县

持续推进粮食产产优产

平顶山市创新模式入选
《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

本报讯（通讯员 田秀忠）4月 24日，记者从平顶山市
农业农村局获悉，日前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农业绿色发展研
讨会上发布了《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2018》，平顶山市农
业绿色发展创新模式作为全省唯一入选该报告的地方篇
十大范例。

《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 2018》是我国首个农业绿色
发展绿皮书，是观察判断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状况的重要窗
口，主要从空间布局、资源休养生息、产地环境治理、生态
系统修复、人居环境建设和绿色发展模式探索6个方面，介
绍了我国近年来农业绿色发展取得的重要进展。其中，
《河南省平顶山市以实施现代生态循环农业引领绿色发
展》列入地方篇 10个范例之一。该报告不仅为推动我国
不同类型地区农业绿色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模
式，也将为全球农业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样板”。

近年来，为加快农业转型发展，平顶山市从实际出发，以
发展全域循环农业为突破，坚持用生态促发展、用高效换空
间、用绿色发展促农业转型升级，强化规划引领、政策保障、创
新驱动，实施全域循环农业发展行动等十大行动，积极推动农
业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三个变革，走出了一条
具有平顶山特色的农业高质量转型升级之路。9

汝州市

足不出户处理交通事故
本报讯（通讯员 张少格 李国涛）足不出户就可以处

理交通事故，鼠标一点就可以拿到赔偿款……4月 21日，
记者从汝州市相关部门了解到，该市通过启用道路交通纠
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平台，有效打破了交通、保险、法
院等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实现交通事故的全流程在线
处置、“一站式理赔”。

近日，作为全省首批“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改革试
点地区的汝州市，正式启用了道路交通事故“网上数据一
体化处理”平台，这也标志着平顶山市首家道路交通事故

“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中心正式投入使用。
据了解“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主页面分为“赔付试

算”“我要起诉”“我要应诉”几个栏目。在“赔付试算”栏目
中，当事人按照要求输入被侵权人姓名、身份证号、车牌
号、事故发生日期等信息后，系统会测算出一个赔偿预判，
交通事故双方均能对事故赔偿责任有明确认知。

“道路交通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可以有效破解
双方当事人信息不对称、赔偿数额无法达成一致而引发的
诉讼问题，促使大量纠纷在诉前化解，有效节约司法资源，
提升群众的满意度。”汝州市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外，汝州市多家保险公司均已安排员工入驻道路交
通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中心参与调解，使大多数交
通事故能比较迅速地得以调解，极大地减轻了当事人处理
事故的时间、精力和费用成本。9

“梳洗”“净肠”
实现矿区治理标本兼治

4月 24日，记者在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一矿装运站看到，一批批洗选后的精煤通
过密闭皮带连廊运输到封闭煤棚，一辆辆
满载的运输车辆经过冲洗缓缓离开场区。

搁在两年前，这里还是“晴天扬灰路，
雨天水泥路”。“站里到处都是露天堆放的
煤，工人们得穿着胶鞋干活。”站长周杰付
做梦也没有想到，如今装运站“出煤不见
煤”，上班也敢穿上了白衬衣。

企业发展，环保先行；环保不好，企业
不保。以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中国平煤
神马集团以零排放为目标，制定了“闻不到
异味、触不到扬尘、看不到烟雾、听不到噪
声”的环保新标准，深入推进北部矿区重型
货运车辆及非道路移动机械更新改造，产
煤、洗（选）煤企业煤（堆）场、矸石（山）周转
场、落地煤堆存场、煤矿风井出风口环境综
合整治，货运道路提标改造，矿区绿化美化
等工程。

在所有生产单位，封闭煤厂和矸石周
转 场 ，建 设 自 动 车 辆 冲 洗 设 施 ，安 装
PM2.5、PM10 检测仪，对清运后的原煤
场、矸石场进行覆土绿化治理，对厂区范围
内主（次）道路、工业广场全面硬化和保洁，
完成所有风井出风口喷淋降尘治理，开展
煤泥烘干“煤改天然气”治理和湿电除尘废

气治理设施安装……按照“源头治理、分步
实施、标本兼治、全面提升”的要求，该集团
出重拳、下狠劲、用真功，使北部矿区生产
各个环节、生活各个领域环境污染问题得
到有效控制。

“吸”进去的是污浊的黑色矿尾水，
“吐”出来却是纯水级别的优质清水。双膜
矿井水深度处理工艺是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八矿新上的项目。“处理后的水可以用来锅
炉制水、循环水补充、道路抑尘、煤场喷
淋。”供水队队长张志文说，如此每年可节
约生产成本600万元。

不仅治标，还要治里。该集团从“边界
达标、厂区友好、产品优良、资源节约、区域
和谐”等五个方面全面发力，对北部矿区进
行“梳洗打扮”“净肠清胃”，统筹抓好节能
减排、资源综合利用、清洁生产等工作，不
仅管住尘、治住气、回用水，而且实现减量
化、资源化、再利用。

绿色债券
为绿色发展注入“源头活水”

“我们新上马的湿式电除尘器项目，使
锅炉排出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以及颗粒
物的浓度，远远低于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浓
度标准。”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田庄选煤厂环
保科科长鲍春告诉记者，该项目的投建正值
厂里效益不好时，440万元的投资费用曾让
他们一筹莫展。后来，得益于集团推行的低

息绿色公司债券，这个项目才顺利完工。
环保投入，资金是关键。面对经济下

行的压力，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每年投入 2
亿元以上资金，确保重点领域、重点环节环
保项目的实施。仅去年，集团就投入资金
6.2 亿元，实施环保治理工程 100多项、节
能技改工程50多项。

为缓解企业面临的资金难题，2018年
11月，该集团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携手
兴业银行郑州分行，成功发行9.7亿元绿色
债券，为绿色发展注入“源头活水”。“这不
仅是国内煤炭企业发行的首单绿色债券，
也是我省上市公司发行的首单绿色债券。”
该集团环保节能部有关负责人说，募集资
金将全部用于天安煤业节能改造、土地复
垦、矿井水井下回用处理等绿色项目建设。

此外，针对煤矿“三废”（废水、废渣、废
气）处理和土地复垦等与环保相关的项目，
该集团还设立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
金，为北部矿区环境综合整治提供强大资
金支持。

4月 23日，在伏牛山擂鼓台下，连片的
太阳能光伏板，仿佛一片蓝色的海洋铺满
整个山坡。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黑
乎乎的矸石山，自燃冒出的烟很呛人，遇到
刮风天，黑煤灰满天飞。经过中国平煤神
马集团四矿整治，矸石山不见了，这里不仅
有花有草，还成为全矿用电的动力源。

北部矿区净起来、绿起来、美起来，一
条底色更绿、结构更优、效益更好、质量更
高的矿区生态长廊正在快速构建……9

日前，湛河两岸桃花盛开，引来市民前来游玩

目前，湛河治理工程河道两岸
公园、游园内的樱花、二月兰、海棠
等陆续进入盛花期，为鹰城增添了
一道亮丽的风景。

本栏图片均为王尧 摄

湛河两岸绿意盎然

湛河岸边
春意盎然

从从““黑色黑色””矿区到矿区到““绿色绿色””矿山矿山

本报讯（平顶山观察记者 李修乐 通
讯员 赵伟 张旭长）“政府支持力度大，回
乡创业路更宽。”4月 21日，在位于平顶山
市湛河区河滨街道肖庄村的一家弹力线厂
里，负责人郑忠辉说。

郑忠辉曾在浙江一家大型外贸公司务工，
熟练掌握了高端数控纺织机的操作技能。在
湛河区相关部门的支持下，他回乡创业。如
今，他的工厂年销售额已超过100万元。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还巢”。平顶
山市把乡土人才回归作为加强基层组织建
设、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通过建立档
案、结对帮扶等举措，推动在外优秀乡土人

才回乡创业。据统计，近年来，该市先后有
2000多名在外“挣了票子、换了脑子、摸了
路子”的乡土人才，带着先进观念、技术、资
金回到家乡创业或任职。

4月 20日，在鲁山县四棵树乡土楼村
中药材种植基地，几名村民正在忙着浇水、
施肥。土楼村的郭春青常年在外种植和经
销中药材，2017年，在四棵树乡党委、乡政
府的邀请下，他在土楼村成功试种了一批
中药材，今年，他准备扩大规模，打造集种
植、收购、加工于一体的中药材产业基地，
吸纳更多群众就业。

郭春青是平顶山市 2460名纳入“人才

库”的优秀乡土人才之一。近年来，平顶山
市以乡镇为单位，逐村逐户全面摸清各村外
出优秀乡土人才的基本情况、能力特长、回
村意向等，并建立起完善的台账。这些乡土
人才分别由乡镇主要领导干部、驻村第一书
记、产业党组织书记等专门负责联系。目
前，该市已累计结成联系对子1670个。

同时，平顶山市不断完善公共就业创业
服务体系，大力实施“能人回归”工程，出台创
业创新扶持政策，设立农民工返乡创业综合
服务中心，帮助解决教育、就医、住房等生活
问题，为返乡创业者提供“保姆式服务”，让他
们干事有平台、发展有空间、生活有保障。

对“回得来、留得下、干得好”的乡土人
才，平顶山市在物质和精神方面不断加大
奖励力度。叶县叶邑镇段庄村村民郭晓鹏
返乡后，带领贫困群众种植优质林果脱贫
致富。去年，在平顶山市第一届乡土拔尖
人才命名大会上，他获得“乡土拔尖人才”
称号，还和其他 49名乡土拔尖人才共同获
得了50万元的奖励。

此外，平顶山市还不断加强对乡土人
才的组织培养，先后培养入党积极分子128
名，还有750名乡土人才按程序被选进了村

“两委”班子，成为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的
“领头雁”。9

平顶山让乡土人才“回得来留得下干得好”

本报讯（平顶山观察记者 王冰珂）4月 24日，平顶山
叶县叶邑镇段庄村一宅民房门前，几位身穿红色马甲的志
愿者，正在挥舞着锄头、铁锹，平整土地，栽种花草。这所
民房是叶县的“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所在地。

叶邑镇段庄村是平顶山革命老区行政村之一，这里诞
生了叶县的“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如今，这个昔日的革命
老村，依然充满着革命年代的红色精神。

去年 9月，村里成立了“党群公益服务队”，党员带头，
村民响应，共同治理整治人居环境。据介绍，服务队每两
天进行一次道路清扫，遇到绿化、粉刷墙壁等重大工作，50
余名服务队成员集中行动，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这里原先是污水坑，杂草丛生，路过都得捂着鼻子。”
73岁的老党员李芳欣说，服务队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清理
了大污水坑，用废旧砖石硬化四周，并灌注清水，在岸边栽
种上了垂柳、玉兰、桃树。

革命年代，党员和群众吃住一起，亲如家人；如今，党
群共建，攻坚克难，再续鱼水深情。

据了解，段庄村还制定了三年整体发展规划和农村集
体经济发展规划，通过建标准化厂房、引入光电项目等，壮
大村集体经济。“村里路比以前好了，电网改造了，通上了
自来水和天然气，我们也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段庄村村
民段贯文笑着说。9

传承红色精神 共话鱼水深情

平煤神马集团二矿治理后的矸石山郁郁葱葱，成为职工休闲的好去处

国家级“绿色矿山”试点单位、花园式矿
区平煤神马集团十一矿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