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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篇洛阳篇

春风吹来，大地

回暖。

洛阳市吉利区

在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的同时，抢抓春季

植树造林的黄金时

节，全面开展国土绿

化提速提质行动。

吉利大地处处

涌动绿化热潮——

□关晓萌 王亚峰 李建桥

吉利 国土绿化提速提质
近日，吉利区在吉利黄河湿地举

办沿黄生态廊道建设集中开工活动，
共植树 1000棵。和煦阳光下，新栽的
樱花树迎风矗立，传递着春天的生机
与活力。作为今年国土绿化提速行动
的重中之重，吉利区全力推进黄河生
态廊道提质升级，为加速黄河流域生
态建设添力。

据悉，今年吉利区共投资 1.64 亿
元，全力实施“一山、一城、一滩、一园、
五廊道、六村”等美化彩化系列工程。

“一山”为万佛山森林公园生态恢复绿
化提升工程，“一城”为城区园林绿化
提升工程，“一滩”为黄河湿地生态带
建设工程，“一园”为科技园绿化提升
工程，“五廊道”为绿廊提质提升工程，

“六村”为村庄亮化美化彩化工程。当
前，各项绿化工作正在有力有序高效
推进，确保按照时间节点高质量完成
任务。

“来，登记一下。测过体温，再消消
毒。”在208国道廊道绿化现场，工人们
经过严格的防疫程序后，戴着口罩开始
工作。挖掘机嗡嗡作响平整土地，工人
抬树苗、挖树坑、填土、浇水……处处呈
现出繁忙的景象。“在做好防护的前提
下，我们组织本地人员，分时段、分地
段开展造林施工，尽可能避免人员聚
集，从而确保疫情防控和国土绿化‘两
手抓、两不误’。”吉利区自然资源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道。

疫情防控不松劲，植树造林正当
时。吉利区现已全面完成二广高速、
208国道、省道、快速通道等主要廊道
沿线杂草清除、树木涂白、补植补造等
绿化工作，对建成区主要道路沿线绿
化地块进行清理杂草枯叶、补植补栽、
浇水及施肥养护。截至目前，该区共
种植楸树、黄金槐、红叶李、樱花、桂

花、海棠、大叶女贞、红叶石楠、黄杨、
翠竹等30余万棵，绿化面积560余亩，
铺设草坪 7500 平方米。其中包括廊
道绿化467亩、黄河湿地生态带建设工
程 62亩、荒山荒坡绿化 30亩，村庄绿
化6个。

绿化提速，更重提质。当前吉利
区正在大力推动国土绿化向彩化、花
化、美化升级，因地制宜进行绿化改造
提升，让城市面貌更美、生态环境更

优、人居环境更佳。二广高速互通区、
护坡网内补栽大叶女贞 880 棵、雪松
105 棵 、竹 子 1300 棵 、北 海 道 黄 杨
16500 余棵；高速西侧新栽栾树 2460
棵；208国道两侧新栽金枝槐、楸树、红
叶李 9200棵；花苑路南段道路两侧绿
化新栽栾树、海棠、金枝槐 3350棵；河
阳路与 208国道交叉口东侧花坛铺设
草皮500平方米，栽植迎春花3000棵、
红叶石楠 1300棵、翠竹 5000棵；河阳
路景观绿化，补植补栽红叶石楠、金森
女贞、细叶美女樱等 35000余棵；洛吉
快速通道栽植大叶女贞、银杏、桂花、
红枫、棕榈等 912 棵，栽植小苗地被
28.9万株；中原路两侧绿篱补植，栽植
大 叶 黄 杨 绿 篱、黄 杨 球、小 叶 女 贞
35700棵……经过进一步绿化提升，城
区内遍地开花的小游园更美了，道路
两旁的景致更丰富了。

走进康乐街道上柳村，映入眼帘
的是大片的绿地，房前屋后新栽的竹
子随风摇曳，公路两旁整齐的国槐如
同哨兵整齐排列，好一幅村在林中、路
在绿中、人在景中的美丽乡村画卷！
为实现“村内有绿地、路渠有林荫、院
内有花果、四旁有瓜果”的目标，上柳
村共种植了桂花、百日红、金叶榆、玉
兰、大叶女贞等3681棵树木，总绿化面
积 100余亩，总投资 106万元。目前，
吉利区 6个村庄绿化美化提升工程已
全部完成绿化任务，极大地改善和美
化了广大农村居民的生活环境，提高
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

国土绿化正当时，疫情过后绿满
城。面对大好春光，吉利区将抓住有
利时机，科学有序防控疫情，加大绿化
工作力度，确保国土绿化提速提质行
动取得实效，为环境增添更多“绿能
量”，让群众共享绿色福利。

春潮涌动处，发展正当时。4月的栾川，生产一线忙而有序，项目工地

热火朝天，景区游客秩序井然，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栾川县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与复工复产、脱贫攻坚等各项工作，一股凝心聚力、务实发展的热潮

正在涌动，一幅描绘向上向善旅居福地新栾川，打造伊水栾山养生城的美

好画卷正在展开。

□柴伊辉 李秀一

促发展 全力以赴抓项目

坚持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并重，坚持赶
工期与保质量并举，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不
能放松。

3月份，栾川县2020年第一季度重大项
目集中开工，本次集中开工项目共有 10个，
总投资 68亿元，计划投资 32.7亿元，涵盖工
业、旅游、城建、扶贫、生态建设等多个领域。

项目集中开工，栾川县以非常之举招引
新项目、服务新项目，全力打造精品项目、示
范工程，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信心和力量。

君山制药有限公司是栾川县较早恢复
生产的一批企业之一，2月上旬正式开工复
产，保障用药需求。“企业复工复产有‘保
姆’，一企一专班，政府专门派人解难题、送
服务上门，我们只管鼓足劲加油干！”该公司
200余名员工安全返岗，各个环节生产线正
在有条不紊地运行。

在防控措施有力的前提下，栾川县一批
工矿、旅游、制药等企业已陆续复工。

链接 服务保障举措

特殊之时，特殊之举。为了帮助企业渡

过难关，栾川县相继出台了多个支持企业应

对疫情、共渡难关的政策“干货”。2 月 16

日，栾川出台了《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支

持实体经济全面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 20

条扶持政策，从加大金融支持、减轻企业负

担、优化发展环境、支持有序复工等 4个方面

全力支持和推动受疫情影响的各类企业复

工复产。

成立工作专班，构建“13+1”归口管控体

系，实施“一企一员”“一企一档”服务机制，

全面建立了“企业呼叫、部门报到”工作机

制，最大限度解决困扰企业复工复产的“拦

路虎”。与此同时，还开通绿色通道，简化办

事流程，强化水、电、气等供应保障，协调解

决企业物资、原料、用工等问题和困难。

保民生 脱贫攻坚不松劲

“我们每天开工前要对厂区进行全面无
死角消毒，进入车间时，大家一定要坚持戴
好口罩、测量体温并用酒精洗手液进行双手
消毒。”4月 2日，在栾川县庙子镇小庙村的
同德服饰扶贫车间，负责人刘娟正在对工作
人员进行培训，自该扶贫车间复工以来，每
天都要进行四次消杀，员工之间距离都保持
在一米之外，所有外来人员一律禁止入内。

“因为现在的特殊情况，出门打工觉得
不方便也不安全，正好这边服装厂招工，离
家也近。”20多岁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曹越华
为了照顾家庭选择回乡务工，和老公一起成
了这个扶贫车间里的“战贫夫妻兵”，他们
说，在这能照顾到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工资
不低还有保障，对脱贫越来越有信心，相信
以后的日子能越过越好。

除此之外，该镇还安排专人每天向各村
发布扶贫车间招工信息，供贫困群众选择，
鼓励贫困群众在家门口就业。

疫情防控要抓紧，脱贫攻坚不放松。栾
川县充分发挥扶贫车间“加油站”的作用，推
动各辖区内各扶贫车间有序复工复产，帮助
贫困户增收。

链接 服务保障举措

把时间抢回来，把损失补回来。栾川县

为切实降低新冠肺炎疫情对贫困群众脱贫

增收带来的不利影响，制定了加快推进扶贫

项目开工建设、推动扶贫产业复工复产、畅

通贫困群众“买”“卖”渠道、解决贫困群众就

业需求、增强公益岗位吸纳就业能力、优先

吸纳贫困群众务工、补齐脱贫攻坚短板弱

项、完善脱贫攻坚督战推进机制、聚焦剩余

贫困人口全力攻坚、提升精准帮扶质量等十

条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坚决打赢脱贫攻

坚战的措施，以产业为支撑，项目为抓手，增

收为核心，全面打好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两

场硬仗。

该县还出台了《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

农民工返岗就业工作的通知》，积极引导因

疫情防控一时不能外出的农民工和贫困人

口在县域内企业、农民合作社和扶贫车间等

各类生产经营主体就地就近就业。

添活力 蓄积发展新势能

“这是我前几天抢到的9.9元门票，可以
使用吗？”“当然可以，请您稍等。”趁着清明
小长假，来自郑州的王先生带着一家人来到
了栾川重渡沟景区。

前几日，栾川县举办“不负春光，春日巨
惠，栾川 8景区门票 9.9 元任意抢”活动，受
到百万游客关注，每日 7000多张门票均在
十几秒内被抢光。在战“疫”的同时，栾川旅
游凭借线上链路,实现高效锁客获客,更有
效地让栾川全域旅游以数字化为中枢,助力
栾川旅游强县的品牌影响再上新台阶。

与此同时，栾川县多个景区紧随潮流，
开启线上云游玩。

4月 5日，老君山仙山花海节正式启动，
老君山以抖音直播的形式，带领全国游客欣
赏春天山上美景。4月 6日，重渡沟在抖音
直播间足不出户跟万千网友一起开启春日
重渡沟之旅，不仅有专业、有趣的讲解，还为
游客提供了逛景点的新方式。

全县正在开启“后疫情旅游经济”模式。

链接 服务保障举措

2 月 11 日，栾川县出台了《关于印发积

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

旅游企业发展十项措施的通知》。安排 6500

万元资金用于旅游品牌宣传、产业发展、重

点基础设施建设等一系列项目，用“真金白

银”扶持旅游企业复工复产。

此外，还制定了《栾川县旅游景区有序

复工实施方案》，明确旅游景区复工 40 条

标 准 ，指 导 景 区 提 前 做 好 开 园 筹 备 工 作 ，

积极推进旅游景区疫情防控、建设发展和

有序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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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山傍水好风光 曾宪平 摄

鸡冠洞美景醉游客 孙国隆 摄

栾川春光分外美 王博 摄

扶贫车间复工忙

“自 2020年 2月底项目正式复工以
来，我们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建设进
度，全力以赴把耽搁的时间抢回来。”河
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吉利保护
中心副主任刘东方表示。

刘东方所说的正在推进的河南黄河
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吉利区）生态保
护和修复一期工程提升项目，位于吉利
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总
投资3.2亿元，总占地面积1.3万亩，将在
一期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的基础上进行
提升改造，通过扩大水域面积、提升绿化
水平、扩充基础设施等方式，全力打造鹤
鸣湖、清水湾、流花溪、飞苇渡、白鹤洲 5
处重点湿地景观工程。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河南重要讲话、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以及日
前考察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的重要讲
话精神，推动黄河流域吉利段及全区水
生态环境大保护大治理大提升，实现“水
清、岸绿、路畅、惠民”目标，该项目自复
工以来，严格倒排工期，压茬推进，目前
用工 37人，出动挖掘机、装载机等各种
工程车辆 77台，正在进行鱼塘勾连、地
形整理、观河平台建设、岛屿修复、河道
清淤等工作。

据了解，为尽可能降低疫情对项目
推进造成的影响，吉利黄河湿地生态恢
复工程指挥部提前制定了防控疫情工作

方案和应急预案，为项目复工做好了服
务和保障等准备工作。复工前，有关人
员对项目施工场地进行了全面消毒，并
采用手机微信群、张贴告示等多种方式
向务工人员发布疫情防控相关信息，普
及疫情防控知识。

在积极推进项目建设的同时，河南
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吉利保护
中心紧紧围绕“两区”（重点修复区、自
然生态区）、“两线”（二道河南线、淤灌
渠南线），每日排班巡护，对已建成区域
进行人员管控，对未建成区域重点进行
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工作。

下一步，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吉利区）生态保护和修复一期工
程提升项目将学习借鉴先进经验，重点
开展绿化种植工作，提升绿化水平。预
计2020年年底，吉利区将全面完成河南
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吉利区）生
态保护和修复一期工程提升项目，从整
体上保护好湿地生态环境、维护好湿地
生态系统功能、发挥好湿地保护区的生
态效益，把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吉利区）生态保护和修复一期工程
提升项目建设成为功能完善、生态完
好、人与自然相处和谐的黄河中
下游最具特色的湿地生态示范
区，让吉利成为洛阳北花园。

春风吹来，万

物复苏。

近日，走进吉

利黄河湿地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草色

青青柳色新，红嘴

鸥、绿头鸭等各种

水 鸟 在 水 面 上 嬉

戏、觅食，处处洋溢

着勃勃生机。

在保护区内的

项目施工现场，挖

掘机、推土机等紧

张有序作业，一派

热火朝天的繁忙景

象。

□周慧婷 毛烁凯

打造黄河中下游湿地生态示范区

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吉利区） 鲁博 摄

树干涂白 王亚峰 摄

平整土地 周慧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