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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全省通信业

全省 4G 移 动
电话用户新增
333.8万户，新
增户数居全国
第一位，总数达
到7566万户

333.8
万户

本报讯（记者 陈辉）4 月 25日，
记者从河南省通信管理局获悉，今年
一季度，全省信息通信业经济运行开
局平稳，电信业务总量继续保持高速
增长，网络提速降费扎实推进，4G移
动电话用户新增数居全国首位。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业务总量高
速增长。一季度，全省电信业务总量
完成 1348.5 亿元，同比增长 90.3%。
电信业务收入完成 173亿元，同比增
长 1.8%。其中非话音业务收入占比
为 89.4%，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2.3 个
百分点。

网络建设加快推进，供给能力持
续提升。一季度，全省信息通信业加
快年度重点项目建设，全省电信固定
资产投资完成 18.3 亿元，同比增长

168.9%，比全国平均增速高 134.3个
百分点，增速居全国第4位。全省4G
基 站 数 达 到 20.4 万 个 ，同 比 增 长
11.6%。用户规模增势良好，融合业
务加快发展，4G 移动电话用户新增
333.8万户，新增户数居全国第一位，
总数达到 7566 万户，渗透率达到
79.3%，比全国平均水平高3.9个百分
点。③6

一季度

我省4G用户新增数居全国首位

本报讯（记者 李宗宽）记者4月25
日获悉，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森林旅游管
理办公室近日公布了100家森林体验和
森林养生国家重点建设基地名单，包括
八达岭、塞罕坝、龙峪湾等57家森林体
验基地和百里杜鹃、天柱峰、太行洪谷
43家森林养生基地。位于我省洛阳市
栾川县的龙峪湾森林公园入选森林体验
国家重点建设基地，系全省唯一一家。

为促进森林体验和森林养生规范
健康发展，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森林旅
游管理办公室在试点建设基础上确定
了 100家森林体验和森林养生国家重
点建设基地，力

争用3年左右的时间，打造出一批高质
量的森林体验和森林养生产品。这
100家国家重点建设基地分布在28个
省（区、市）和 4个森工集团，依托区域
包括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国有林场、
植物园、野生动物园等。

栾川县龙峪湾森林公园（原为龙
峪湾林场）始建于1956年 8月，地处豫
西伏牛山北坡，林区总面积 4434 公
顷，均为国家重点公益林，森林覆盖率
达 98.6%。龙峪湾森林公园内现已查
明有各种植物 1900余种，其中受国家
级、省级保护的有 142种，各种野生动
物400余种。③5

100家森林体验和森林养生国家重点建设基地名单公布

栾川龙峪湾森林公园榜上有名

本报讯（记者 陈慧 曾鸣）一片森
林任它自生自灭，能否长成胸径 60厘
米的大树？答案是：能。不过，这个周
期长达 150年以上。如果按照近自然
森林经营理念科学抚育，时间将缩短
至80—100年。

4月 22 日，在三门峡市卢氏县召
开的全省森林抚育工作现场会指出，
提速国土绿化，建设森林河南，不仅要
种树，还要通过人工措施，促进全省
3700多万亩中幼林健康生长，让小树
林长成大森林，增加更多蓄积量。今
年，省政府与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
签订的森林抚育年度目标任务是 450
万亩。

目前，全省 6145 万亩森林中，中
幼龄林超过六成，纯林接近八成，亟待
提高森林质量和生态服务功能。

“优质高效的森林生态系统是通
过抚育间伐、修枝补植、割灌除草等科
学抚育措施经营出来的。”省林业局副

局长师永全表示。
2015年我省森

林抚育和改造建设
任务首次超过新
造 林 面 积 。
2018 年出台

的森林河

南生态建设工程规划，安排实施的森林
抚育经营面积远远超过造林面积和其
他林业工程项目规模。加强森林抚育
经营，精准提升森林质量，已成为全省
林业建设的主旋律和营造林管理的新
常态。

森林经营与否，成效悬殊。我省
连续森林抚育成效监测结果显示，抚
育林分年平均胸径增加 0.35 厘米，超
过未抚育林分 59%；森林蓄积量年平
均增加 0.33立方米/亩，比未抚育林分
年平均增加57%。

经过近十年的不懈努力，全省累
计完成森林抚育面积 2100万亩，森林
每公顷蓄积由 45立方米增加到 60立
方米。

森林抚育经营不仅使森林“越采
越多”，抚育产生的枝丫材等抚育剩余
物，为食用菌发展、生物质能源发电等
产业提供了原材料支持，不少建档立
卡贫困户还通过参与抚育获得收入。
卢氏县是我省林地面积和森林资源第
一大县，2018 年在全省率先推出“抚
育护林工”劳务岗位 3000个。贫困人
员以抚育工和生态护林员双重身份，
获得双份收入，人均年收入超过 6000
元。通过林业公益岗位脱贫的贫困
户，占卢氏县贫困户总数的 23%。

省林业局造林处处长汪万森说，
通过森林抚育经营，还能有效带动珍
贵树种培育、林下经济、森林旅游等相
关富民产业发展，延长产业链，拓展就
业空间，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助力乡村
振兴。

根据规划目标，从2016年至 2020
年，全省将完成森林抚育及改造 2000
万亩以上，平均每年 400 万亩的规
模。到 2020 年，森林蓄积量达到 2.1
亿立方米，每公顷乔木林蓄积量达到
62立方米。③5

本报讯（记者 宋敏）4 月 25日，
国家发改委网站发布批复消息称，原
则同意郑州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三期
建设规划，建设3号线二期、6号线一
期、7号线一期、8号线一期、10号线
一期、12号线一期、14号线一期 7个
项目，规划期为2019年至2024年。

此次批复的 7 个地铁项目总长
159.6 公里，项目总投资 1138.94 亿
元，项目建成后，郑州市将形成总长约
326.54公里的轨道交通网络。其中，
3号线二期工程自航海东路站至经南
十五路站，线路长 6.1公里，设车站 4
座；6号线一期工程自贾峪镇站至姚
砦站，线路长36.5公里，设车站24座；
7号线一期工程自东赵站至侯寨站，
线路长26.9公里，设车站20座；8号线
一期工程自银屏路站至绿博园站，线
路长43.3公里，设车站23座；10号线
一期工程自郑州西站至郑州火车站，
线路长21.3公里，设车站12座；12号
线一期工程自郎庄站至龙子湖东站，

线路长17.2公里，设车站12座；14号
线一期工程自元通大道站至星空路
站，线路长8.3公里，设车站6座。

本期建设地铁线路主要采用 A
型车 6辆编组，其中 3号线二期、6号
线一期工程最高运行时速 80公里，
7、8、10号线一期工程最高运行时速
100公里。12、14号线一期工程采用
B 型车 6辆编组，最高运行时速 100
公里。

据悉，郑州市轨道交通远期线网
规划由 21 条线路组成，总长 971 公
里，其中地铁线 13条共 505公里，市
域快线8条共466公里。③6

总投资1138.94亿元

郑州7条地铁线路获批
此次批复的 7
个地铁项目建
成后，郑州市将
形 成 总 长 约
326.54公里的
轨道交通网络

326.54
公里

□本报记者 张建新 薛迎辉

4 月 23 日，雨后的花园沟村显得
更加秀丽。

客房里电视、空调和无线网络等
一应俱全，院内茅草青砖，古色古香；
院外重峦叠嶂，流水潺潺，秀色可餐。

看着沿河而建的6栋小木屋、精致
典雅的老四合院，花园沟清山源山居民
宿项目负责人梁群心里的石头终于落
地了，做高端民宿的信心也更坚定了。

花园沟村位于鲁山县团城乡的深
山区，下辖 23 个自然村，全村 226 户
785人，贫困发生率一度达 46%，曾是
当地有名的深度贫困村。

虽然山乡景色优美，可山路崎岖，
出行不便，耕地又极少，发展极为困
难。“2005年，曾有企业负责人来花园
沟考察旅游项目，但看了村里的基础
设施后就直摇头，这也成了我们心中
的痛。”该县教体局驻花园沟村第一书
记姬中三告诉记者，他 2015年 9月来
驻村时，村里没有像样的道路桥梁，不
通网络信号，村民收入主要靠种植辛
夷树和外出务工，村集体经济为零，村
部也仅有4间房子。

酒香也怕巷子深，不能守着绿水
青山过穷日子。为了补齐基础设施短

板和发展旅游业，花园沟村“两委”多
方筹资、找项目、谋产业，与村民一起
苦干实干。2017 年，移动信号接通；
2018年年初，宽4.5米的道路和5座桥
梁全部建成，当年8月建起标准化卫生
厕所，9月成立花园沟农民种养专业合
作社，10月两层 14间的村部和党群服
务中心投用，当年年底贫困发生率降
至8.15%……

一系列基础设施的改善，让花园
沟村的旅游梦再次燃起，而梁群的到

来则让旅游梦变为现实。梁群告诉记
者，他是团城乡寺沟村人，17岁就外出
打拼，并于 2005年在信阳市成立了河
南金涌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也曾有回
乡创业的打算。

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是支撑，致富
能人是引领。2018年 10月，在平顶山
市委组织部的牵线和团城乡党委的努
力下，梁群来到花园沟村，开始了自己
的第二次创业。“花园沟是清水河的源
头，森林覆盖率高达 95%，还有山蜂

蜜、山木耳等山乡特产和楚长城历史
遗址。”谈起花园沟发展旅游的事儿，
梁群信心十足。

说干就干。结合独特的山水优
势，经过多方考察和专家设计，梁群投
资 500 万元发展清水源山居民宿项
目，集休闲、住宿、餐饮、会客、议事等
多功能于一体的乡愁四合院已建成，
与之配套的沿河小木屋的装修也接近
尾声。

通过入股该项目，除每年6万元的
租金外，花园沟村每年还有 10%的分
红收入。更为重要的是，以清水源山
居民宿项目为引擎，该村农家乐、山货
销售和种植养殖产业发展等也驶入快
车道。“去年我卖了70多斤山蜂蜜给合
作社，每斤 100 元，一下子就收入了
7000多元；此外，在清水源干活，每天
也有 120元的收入。”该村贫困人员郭
长根说。

花园沟民宿只是鲁山县旅游扶贫
的一个缩影。在全域旅游的推动下，
鲁山民宿旅游发展得如火如荼，“民
宿+扶贫”已成为助力该县深度贫困村
脱贫的一道亮丽风景。

山村变景点，田园变乐园。“住民
宿，吃农家饭，买土特产，让游客在亲
近自然、拥抱山水的同时，享受温馨的
服务。”梁群说，随着更多的村民加入，
民房变客房，村民变股东，一幅乡村振
兴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③8

本报讯（记者 陈辉）4月 25日凌
晨，河南移动携手华为公司在郑州北
三环与中州大道附近打通了河南省
内首个5G电话，这在我省推进5G预
商用进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

本次通话基于河南移动和华为
联合搭建的 NSA 架构全云化核心
网，也是国内首次基于全云化核心网
实现的5G通话，通话语音清晰，视频
画面流畅。

据了解，自去年郑州获批成为5G
应用示范城市以来，河南移动主动把握
5G发展机遇，积极推进 5G试验网建
设，加快探索 5G技术在各行业的应
用。其中，在智慧医疗领域，联合郑州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建成全国首个5G
远程医疗实验网；在文化传媒领域，推
出了“5G+VR全景”“5G+4K高清”

“虚拟直播间”等融媒体应用，先后为
2019年 5G全息播报全国两会、2019
郑开国际马拉松5G电视直播、己亥年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5G+4K超高清电
视直播等提供了网络保障和技术支撑。

据介绍，河南移动将进一步加快
5G建设步伐，积极推进 5G网络商用
进程，继续深入探索智慧医疗、自动
驾驶、高清直播、智慧校园建设等多
个领域的 5G应用场景；密切关注行
业应用需求，努力为社会提供更多、
更好的5G应用解决方案。③5

让小树林长成大森林

今年我省要抚育450万亩中幼林

我省首个5G电话打通

高端民宿走进深山贫困村

别致的清水源山居四合院。②10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摄

□孙凯 摄影报道

4月 24日，驻马店市汝南县汝师附小举行“校园社团才艺大比武”活动。近年来，该校主动探索适合学
生发展需求的特色课程，成立了民俗、乐器、绘画、手工、书法等社团，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促进了学生的
个性发展。⑨6

才艺比拼
多彩校园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通讯员 丰
兴汉 左力）4月 25日下午，在人民日
报社新媒体大厦，荣获中国优秀扶贫
案例“最美人物”的唐河县城郊乡王庄
村脱贫户王万才作案例分享报告，精
彩的报告不时赢得阵阵热烈掌声。

今年 55岁的王万才，能写会画，
人称“王秀才”，曾因儿子患有脑瘫、
妻子体弱多病一度消沉，家庭经济困
难，被评定为贫困户。脱贫攻坚战打
响以后，帮扶队员轮番与他谈心交
流，点燃他的生活激情，激发他的脱
贫斗志，为他精准落实各项扶贫政
策，帮他规划脱贫产业。他流转土地
种植花生、红薯和西瓜，通过两年的
勤劳奋斗，2017年光荣脱贫。

脱贫后的王万才又奏响了自己
幸福生活的“三部曲”：向党组织递交
了入党申请书、开办了“王万才豆腐
坊”、结集出版了《唐河千帆过——王
万才脱贫日记选》。今年3月 6日，在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全国
人大代表、省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史
秉锐拿着王万才的书，向国内外媒体
记者讲述了他脱贫摘帽的故事。

王万才主动发挥脱贫示范户引
领作用，带动本村和周边村子群众发
展种植、加工业，并参加公益性劳动
和志愿者行动。他作为“志智”双扶
的典型巡回各地作报告，现身说法，
激励更多贫困群众自力更生、主动脱
贫。③5

唐河脱贫户王万才
获中国优秀扶贫案例“最美人物”

▶腰鼓敲起来
▼听听我唱的家乡戏

4月24日，烟农正从宝丰县肖旗乡高皇冢村烟叶育苗厂把采用循环烟苗
托盘育出的烟苗装上车。近年来，宝丰县引导烟农回收利用往年的旧烟苗托
盘育苗，烟苗托盘回收使用率达 95%以上，仅此一项每年可节约 10 多万
元。 ⑨6 王双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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