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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康老家是一座‘好人之
城’，很多人和事感染着我，
我就想力尽所能做些公益，
宣传河南人的大爱精神。

2018 年全省
电 信 用 户 满
意度为83.15
分，连续4年达
到“满意水平”

8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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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农业农村部主导开

展的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

村发展水平评价工作，其

目的是为了推动信息化与

农业现代化融合发展，以

数字化引领驱动农村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

分

□本报记者 赵春喜 本报通讯员 郜敏

5月的江南，气候宜人。李波涛驱
车穿行在温州市平阳县的大街小巷。
不知不觉，他从老家河南太康来到这
里已经 16年了，他和他的团队一路播
撒爱心，“河南好人”的印记已然烙在
温州的角角落落。

今年41岁的李波涛是太康县逊母
口镇王喃庄村人，2003年来到平阳打
工。他当过搬运工，蹬过三轮车，干过
木匠活，2007 年以来一直开出租车。
在外打拼不易，李波涛遭受过不少挫
折，但每次遇到困境时，总会有好心人
默默地给予他帮助，这在他心中种下
了感恩的种子。

2012年高考期间，他组织30位河
南籍出租车司机，成立爱心出租车志
愿者服务队并担任队长，免费接送考
生。在他们的影响下，当地一些居民
也加入了爱心车队，爱心车辆发展到
50辆。

2013年春节期间，李波涛又组织
车队免费接送农民工返乡。为了便于
农民工乘车，李波涛特意通过媒体公
开自己的联系方式。只要一个电话，
无论路程多远，他都会及时开车上门。

多年以来，李波涛和车队一直坚持

着爱心行动，在平阳县几乎无人不晓。
人们给予这群热诚的河南老乡很高的
评价，当地媒体点赞：“河南人，真中！”

2016年，李波涛在平阳开了一家
车辆信息部，经营出租车买卖，靠着信
得过的口碑，生意很红火。得知来温
州务工的太康籍老乡有近万人，李波
涛有了新的想法。

“把太康老乡组织起来，成立一个
公益团，扩大爱心帮扶，把河南人的大
爱奉献给温州人民。”他把想法告诉了
刘培记、王满意、刘辉等人，得到老乡
们积极响应。在当地党委政府支持
下，2017 年 7月，由 30名太康老乡和
其他省市的几名爱心人士参加的“平
阳县温州一家亲公益团”成立。

公益团设立了“日行一善”捐款微

信群，每人每天拿出一元钱，作为善款
开展公益活动，很快吸引了 200 多位
河南老乡加入。当地一些居民、企业
也加入了爱心捐助行列。

随着志愿服务活动持续深入开
展，“平阳县温州一家亲公益团”已成
为温州市一个响当当的公益品牌，在
温州务工的一些河南老乡纷纷要求加
入，仅周口籍的就有 50多人，来自湖
北、江西的务工人员还有当地人士也
加入了公益团，成员增加到100多人。

李波涛保持着一个习惯，就是坚
持每天看电视、读报纸。“从媒体报道
中发现困难群众，便于及时伸手相
助。”李波涛说。

从媒体上得知，平阳山区一名12岁
的女孩，父母早年离世，小女孩一直跟着
乡邻生活，李波涛及时组织老乡们捐款，
驱车50公里把捐款送到孩子手里。

在平阳打工的安徽籍农民工张某
的妻子得了重病，花光了家里的积蓄，
为给妻子筹钱看病，张某求助媒体。看
到这一消息，李波涛迅速组织老乡们捐
款5000多元，解了张某的燃眉之急。

平阳县西湾的西瓜熟了，因连阴
雨无法运出瓜地而滞销，李波涛带领
团队买了 2000多公斤西瓜，送给环卫
工人。

每到节假日，在车站、敬老院等，
都能看到李波涛和公益团成员的身
影。

这两年，公益团开展敬老扶弱、扶
残济困等各类公益活动 50多次，慰问
特困群众180多人。

因为春节期间忙着接送农民工回
乡，李波涛曾连续几年没有回太康老
家过年。去年春节，李波涛回到老家，
在村头小树林里为村民举办了一场

“春晚”，村民自编、自导、自演，吸引了
本村和周边上千名群众观看。“为的是
把乡亲们从酒桌上、麻将桌旁拉出来，
过一个有意义的节日。”李波涛说。

“村里人都知道波涛这孩子在温
州做了许多好事，为家乡争了光。”虽
然儿子不常回来，老家堂屋墙上挂满
的匾额和荣誉证书，是父亲李云功的
骄傲。

这 10多张匾额、证书大都是温州
市、平阳县颁发的，有“优秀市民”“助
人为乐模范”“优秀志愿者”等。还有
一块由太康县委、县政府颁发的“太康
县十行百星”助人为乐明星匾额。

“太康老家是一座‘好人之城’，很
多人和事感染着我，我就想力尽所能
做些公益，宣传河南人的大爱精神。”5
月2日，李波涛在电话那头说。③5

本报讯（记者 郭戈）记者4月 26
日获悉，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2018
年度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
评价先进县及创新项目和优秀组织奖
单位的通报》，包括我省浚县、淇县、通
许县在内，全国共有100个县（市、区）
荣膺“2018年度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
村发展水平评价先进县”称号。

由农业农村部主导开展的全国
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评价工
作，其目的是为了推动信息化与农业
现代化融合发展，以数字化引领驱动
农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专
家从发展环境、基础支撑、信息消费、
生产信息化、经营信息化、乡村治理
信息化、服务信息化等 7 个维度出
发，对全国 2094个有效样本县（市、
区）的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进
行综合评价。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我省上榜
的三个县中，浚县、淇县均属于鹤壁
市。近年来，该市高度重视农业农
村信息化建设工作，强力推动数字
农业、数字农村发展，以提升信息服

务水平和应用能力为重点，以信息
进村入户为抓手，着力构建农业智
能、农村电商、农业监管、农村创业
等四大体系，促进了农业农村信息
化水平全面有效提升。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本次评价工
作运用绩效管理理念和方法，首次对
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进
行测度，成功解决了我国农业农村信
息化发展状况没有衡量指标的问题，
有助于推动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快速
健康发展。③6

本报讯（记者 陈辉）4 月 28日，
省通信管理局向社会公布 2018年度
全省电信用户满意度测评结果，2018
年全省电信用户满意度为 83.15 分，
较上年提升 0.50 分，连续 4 年达到

“满意水平”。其中，省移动、省电信、
省联通公司用户满意度分别为 83.28
分、83.24分、82.88分。

今年一季度，省通信管理局委托
第三方专业测评机构对全省基础电
信运营企业 2018年度电信服务质量
用户满意度进行了测评。测评范围
为全省 18个省辖市，调查对象为 4G
手机用户、非 4G手机用户和固定宽
带用户。测评从流量服务、语音服
务、网络质量、资费服务、账单服务、
营业厅服务、热线服务、装维服务、投
诉处理、忠诚度等方面对通信企业进
行了全面评价。其中，4G 手机用户
满意度为 82.68 分，较上年下降了
0.68 分；非 4G 手机用户满意度为
88.66分，较上年提升了5.01分；固定
宽带用户满意度得分 79.24 分，较上

年提升了 0.70 分。18 个省辖市中，
商丘、周口、濮阳用户整体满意度居
前3位。

测评显示，投诉处理效率较低，
处理时间过长，问题解决不彻底、不
理想是影响用户满意度的主要原因；
电信用户对“提速降费”感知不明显，
手机、宽带等资费套餐价格较高、资
费结构复杂也是用户反映的主要问
题。

针对测评发现的问题，省通信管
理局督促各企业持续推进网络提速
降费、进一步提高网络质量、梳理优
化业务规则、提高用户投诉解决率、
加大骚扰诈骗电话打击力度，不断提
升服务质量和水平。③5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通讯员
杨德坤）4月 29日，从舞钢市林业部
门传来喜讯，在日前召开的中国林场
协会四届四次常务理事扩大会上，舞
钢市国有石漫滩林场从全国 4631个
国有林场中脱颖而出，入选 2018 年
度“全国十佳林场”。石漫滩林场也
是本次评选中我省唯一获此殊荣的
国有林场。

据 介 绍 ，石 漫 滩 林 场 始 建 于
1956年，现经营林地面积 9.17万亩，
其中 8.8万亩为国家级公益林，1992
年被批准为石漫滩国家森林公园，

2004年被界定为国家重点生态公益
型林场，2005年被列为全省8个国有
林场改革试点之一。

该林场坚持“以林为本、生态优
先、产业兴场、可持续发展”理念，造

“绿肺”、建“氧吧”，拓宽了增收新路
子、取得了生态新成效。据统计，截
至 2018 年年底，该林场实现经营面
积6102.47公顷、公益林管护面积8.8
万亩、活立木蓄积达 42.7 万立方米，
森林覆盖率达 99.5%，林分每公顷蓄
积达 46.6 立方米，远高于全省 35立
方米的平均水平。③5

本报讯（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4月 29日，安阳
市区西南约 10公里的一片项目工地
上人头攒动，全国首个钣喷产业园在
这里开工建设。这是安阳市实施工
业企业“退城进园”战略部署的关键
一步。

今年以来，为改善城市大气环
境、优化城市布局、提升经济发展质
量、加速产业转型步伐，安阳市以建
设新型合金材料产业园、包装印刷产
业园和钣喷产业园等重点项目为抓
手，将工业企业“退城进园”战略推向
深入。据了解，安阳市建成区内的重
点污染企业将于 2020年年底基本完
成搬迁入园任务。

据钣喷产业园投资方代表介
绍，该园区将集中投资建设、运营供

入驻企业共用的集中喷涂中心、环
保与污染防治处理设施等。建成
后，会把全市涉及钣喷的相关企业

“请”进园区。针对园区钣喷业务产
生的污染，他们采用密闭车间生产、
无尘干磨机打磨、集中式焊烟除尘
系统除尘、“吸附脱附+RTO 催化燃
烧”处理 VOCs，最终使所有因钣喷
工艺产生的污染物的排放标准达到
甚至优于国际先进水平，彻底解决
钣喷行业环保“痛点”。

据介绍，尽管投资额仅 5 亿元，
但是该项目对大气污染治理贡献明
显，有助于彻底解决钣喷企业露天喷
涂、排放不达标等问题。该产业园规
划项目用地 400 亩，全部建成达产
后，园区年产值2.5亿元，带动直接就
业岗位1500个。③9

三县上榜“数字农业”全国百强

2018年全省电信用户满意度公布

全国首个钣喷产业园在安阳开建

石漫滩林场荣膺全国十佳

温州有个河南老乡公益团

5月 2日，医疗志愿者在宝丰县周庄镇西黄村为群众义诊。“五一”假期，
该县青年志愿者通过为村民义诊、入户打扫卫生、结对帮扶等形式，助力农村
人居环境改善，倡导乡村文明新风尚，弘扬志愿者精神。⑨3 王双正 摄

□本报记者 孟向东 吴曼迪
本报通讯员 常换芳

在唐河县古城乡，紧邻倪河水库，
有一处面积达1400亩的水域，这里是
周边 13 个自然村农业生产生活水
源。因为这里常年风景秀美，春夏时
节白鹭翩翩，秋冬时节野鸭结对，人
们给它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字——月
亮湖。

月亮湖旁还有一道别样的风景
——河南油田采油二厂 8 号计量站
的 13 口油井，伴随抽油机一次次的
作业，这里已累计生产原油 30.7 万
吨。

每到汛期，月亮湖水量骤增，湖
水容易淹没井组，若保护措施不到
位，就极易造成污染。然而从 1988
年建站以来，这里从未发生污染事
件，秘诀就在于计量站将日常的管理
精细到每一个取样口、每一个管道连
接处。

5月 2日，记者在月亮湖采访时，
站长王月告诉记者，计量站要定期采
取油样进行检测，为了保证取样口不
产生油污落地，他们在每一个取样口
都套上了一个矿泉水瓶，如同给取样
口戴上一个“口罩”。在用来衔接抽

油机井下管柱和抽油机的盘根盒上，
他们套上了一层厚厚的油毛毡，吸附
油污，防止因溢油产生污染。油田的
技术团队也通过对盘根盒进行一次
次的改良，研发尝试弹簧式盘根盒、
添加润滑油的盘根盒等，以防治污
染。

这些在外人看起来是寻常不过的
“小事”，对于月亮湖周边的水质和土
壤环境保护却是长久的贡献。

“试想如果我们不进行这些保
护措施，油污长年累月积累下来，顺
着地表到处流淌渗入土壤，那月亮
湖上岂不要漂满油花了。”王月介绍
说。

计量站的绿色生产理念是河南油
田近年来实施绿色企业行动计划的一
个代表，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河南油
田坚持“奉献清洁能源，践行绿色发
展”的理念，抓好水源保护，确保采油
污水“零排放”，炼化污水稳定达标排
放。做好固体废物合规处置，含油污
水减量化处理和退耕复垦。今年，更
是全面启动了“绿色企业行动计划”，
全力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
式，让绿色消费成为社会风尚，确保了
更多生产地域像月亮湖一样天蓝、水
清、地肥。③6

□本报记者 赵同增
本报通讯员 韩卫军 梁鑫磊

5月 5日上午，新乡市平原示范区
韩董庄镇张双井村村民郝桂珍和往常
一样，骑电动车到了沿黄控导工程连接
线（群众称为“堤”）上，来了一场家门口
的“自驾游”——连接线全线贯通20多
天来，这已经成了她的一个新习惯。

住在黄河岸边，“堤”，在滩区群众
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在以往，
家在堤畔的农民对这道堤却怎么也爱
不起来。

郝桂珍告诉记者，原来的土堤很
窄，年久失修，到处坑坑洼洼。还有村
民图方便把垃圾倾倒在堤下，这里便
成了露天的“垃圾场”，一到夏天臭气
熏得人直流眼泪。

“又脏又臭还难走，靠它防洪也是
‘白指望’，俺滩区农民咋会对这堤有
好印象？”郝桂珍说。

今年 2月 10日，平原示范区投资
6000万元开工建设沿黄控导工程连
接线，仅用 63天就实现全线贯通，让
土堤旧貌换新颜，这条“堤”，自西向东
从桥北乡盐店庄村至韩董庄镇张双井
村全长16.1公里，路面宽8米，不仅防
洪功能大幅提升，也变成了一条高标

准的“穿滩公路”。
郝桂珍对新堤的路赞不绝口：“又

宽又平，走起来让人心里美得很，没事
俺就想骑着车多走俩来回！”

平原示范区党工委书记王朝杰介
绍，沿黄控导工程连接线打通了平原
示范区的又一条“动脉”，惠及15个行
政村，让8万滩区农民不再“出行难”。

“在解决交通问题的同时，我们还
让堤畔人家的生活美了起来！”王朝杰
说，平原示范区在沿黄控导工程连接
线北侧种植各类苗木约16万棵，采用
常绿树、落叶树与彩叶树相搭配的原
则，绿化面积 1983亩，建成田园风光
等 4个主题空间，形成 100米宽的景
观绿化带。同时投资1340多万元，新
建绿盛蔬菜基地等 4个驿站，总建筑
面积 5 万多平方米，实现了停车、餐
饮、休闲娱乐等旅游观光功能。

王朝杰说，沿黄控导工程连接线
的旅游观光功能已经初步显现，今年

“五一”假期，每天都有5000多名游客
前来亲近母亲河、自驾滨水游。

“随着沿黄控导工程连接线‘知名
度’不断提高，滩区群众的生产生活方
式将会加速改变，堤畔人家会挣到更多
的‘生态钱’‘风景钱’，出行的路和致富
的路都会越来越通畅。”王朝杰说。③8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堤畔换新颜 带来“生态钱”“绿色”计量站 守护月亮湖

□本报记者 陈更生 摄影报道

“五一”假期期间，游客在民权林场尽享美好时光。有“河南塞罕坝”之称的民权
25公里黄河故道申甘林带，树木郁郁葱葱，槐花甜香弥漫，蜜蜂忙着采蜜，简直是一
个童话世界。来自青海的、当地的游人在这里尽享美好时光，浸润花香入肺。一个
当年的沙丘之地，经过人民数十年改造，变成了今天的森林王国。⑨6

◀槐花香，蜜蜂忙

林木葱葱向太阳。

尽享美好时光

▼留下美好瞬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