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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今年前 7
个月，全省优良天数同比增加 37天，
达到 140 天，增幅全国第一！这是 8
月 4日记者从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获悉的。

今年以来，我省大气质量显著提
升，污染指标大幅下降。截至7月底，
全 省 空 气 质 量 综 合 指 数 、PM10、
PM2.5、二氧化硫、二氧化氮、臭氧、一
氧化碳同比分别下降 17.4%、20.6%、
17.5%、25%、18.8%、9%、11.1%，空气
质量综合指数、PM10、PM2.5、臭氧
和优良天数等5项指标改善幅度在京
津冀及周边省份中均排名第一，优良
天数增幅全国第一。

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
排名中，我省进入后 20位城市数量，
由 2019 年 的 5 个 减 少 到 目 前 的 3
个。商城、栾川、新县、汝阳等 4个县
目前实现了PM2.5浓度二级达标。

在会上，省生态环境厅厅长王仲
田通报了上半年污染防治进展情况。

结构调整方面，关停91台（套）落
后工业产能和装备，完成51家重点污
染企业搬迁改造，拆改 48 座工业炉
窑，改造600多座烤烟燃煤设施，关停
淘汰 13 台 30 万千瓦以下的煤电机
组，完成燃煤“双替代”改造 18.86 万
户，安装 15.53万套油烟净化设备，完
成 370万亩造林、370万亩森林抚育，
新增 4127 公顷城市绿地，完成建设
2316公里城市绿色廊道。

污染治理方面，全省完成 109个
钢铁行业有组织废气超低排放改造工
序、142个无组织废气超低排放改造
工序，完成 289个水泥行业有组织废
气超低排放工序、319个无组织废气
超低排放工序，完成 322家企业挥发
性有机物提标改造、33家锅炉综合治

理改造。细化扬尘控制标准，深化国
省干线扬尘污染专项治理，扬尘管控
水平进一步提升。秸秆禁烧形势稳定
向好，火情数量同比持续下降。

加强移动源管控方面，路检路查
59万辆柴油货车，入户检查 5.2 万辆
柴油货车，采集 7.5 万辆非道路移动
机械信息，安装 4.4 万辆重型柴油车
在线监控系统，安装1723家大宗货物
运输企业门禁系统。

开展“三散”污染治理方面，全省
排查发现 861家“散乱污”企业，纳入
关闭取缔类 678家，目前已经整治到
位569家。烟花爆竹禁燃禁放成效明
显，各地采取有力措施加强管控，为全
年工作打下了重要基础。

此外，水污染防治工作持续推进，
省辖市建成区列入国家清单的150处
黑臭水体，目前完成整顿141处；初步
排查发现的 173处县（市、区）黑臭水
体，已经完成整治 162处。全省建成
省级重点水污染工程项目435个。据
统计，目前日增污水处理能力 297万
吨，提标改造114万吨，新增污水管网
2751公里，实施河道综合整治1235公
里。全省 1382个“千吨万人”饮用水
水源地，已经完成保护区划定 1377
个。今年计划整治入河排污口 167
个，已经完成整治71个。全省累计清
理雨污管网 2.3万公里、河道 2.6万公
里，为水质持续改善奠定重要基础。

有关负责人同时也指出，尽管今
年同比往年进步明显，但差距依然存
在，经济结构调整较慢，部分重点工
程进展缓慢，一些环境问题屡禁不
止，全省上下务必保持清醒头脑，拿
出过硬措施，抓住重点工作，全面提
升生态环保水平，坚决打赢污染防治
攻坚战。③9

本报讯（记者 宋敏）8 月 3日，记者从中
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为确保铁
路运输安全畅通，按照全国铁路统一部署，该
公司与省公安厅建立铁路应急联动工作机
制，铁路调度与地方公安 110 指挥系统进行
应急处置联动。今后，遇铁路沿线塌方、落
石、水害、山体滑坡以及其他危及铁路运输安
全等紧急情况，群众可及时拨打 110 报警电
话。

铁路作为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它的安全与
否关乎千万家庭和地方经济发展。群众在遇
到危及铁路运输安全的紧急情况时，及时拨打
110报警电话，对遏制铁路环境安全隐患引发
的铁路交通事故意义重大。

据了解，该集团公司设立铁路应急指挥
台，安排专人应急值守，做好与地方公安 110
指挥系统的对接沟通、信息反馈及应急联动等
工作。应急指挥台工作人员在接到有关危及
铁路运输安全的报警电话后，会立即通知有关
调度员做好应急处置，迅速拦停列车、封锁区
间、组织抢险。需要地方公安机关协助的，将
及时通报属地公安机关110。

据悉，铁路沿线还设立铁路灾害应急电话
标示牌，引导群众发现铁路险情时直接拨打铁
路灾害应急电话，共同为铁路安全运行创造良
好环境。对于发现并报告危及铁路安全险情
属实的，该集团公司将视情节给予相关人员物
质和精神奖励。③5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8月 4日，记者从省
气象台获悉，受副热带高压西伸北抬影响，4
日至6日，我省北中部多阵雨、雷阵雨天气，局
部有暴雨或大暴雨；7日至8日，副热带高压东
退南落，低槽东移，全省有阵雨、雷阵雨，中东
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
强对流天气。

据预报，5日，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雷
阵雨，北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
等强对流天气。6日，北中部有阵雨、雷阵雨，
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
天气。7日至8日，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
阵雨，中东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
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9日至 10日，东部、南
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中东南部有中到大雨。

受连续多次强降水影响，我省东部与南部
地区农田土壤长时间处于过湿或饱和状态，农
作物根系活动层水分过多，不利于秋作物生

长，从而形成渍涝灾害。据省气候中心预测，8
月份，预计全省大部地区降水偏多二成到三
成，豫西南、豫南地区偏多零成到二成。

未来我省农田渍涝风险仍然较高，同时还
需关注豫南地区阶段性高温天气对农业生产
的不利影响。我省农业气象专家建议，强降水
来临前应及时清沟理渠，出现降水后，不要等
待，做到边降水边排涝，尽量减少渍涝时间，降
低危害。信阳、驻马店等地因灾绝收地块，应
充分利用夏秋季农业气象资源，开展改种工
作。建议绝收地块改种萝卜、大白菜、青花菜
等蔬菜，地势高的可改种绿豆。

同时，我省秋收作物将陆续进入产量形
成的关键时期，各地应根据苗情、墒情做好水
肥管理，促进苗情转化，确保秋作物茁壮生
长。作物受渍涝后长势减弱，抗病能力差，空
气和田间湿度大，病虫草害易发高发，排涝后
针对不同的病虫草害应及早开展防治。③9

□本报记者 曹萍

进入汛期，易发生洪涝灾害。疾控专家提
醒，洪灾过后容易发生各类传染病，特别是肠
道传染病、虫媒和自然疫源性传染病，要特别
注意防范。

洪灾过后，卫生状况恶化，饮水、饮食不当
是引发传染病的主要原因。“在有条件的情况
下，最好只饮用瓶装水和桶装水，或者喝经漂
白粉等处理过的水。”8月 4日，省疾病预防与
控制中心专家表示，洪水中含有大量的泥土、
腐败动植物碎屑、细菌或寄生虫，即使用肉眼
看起来很干净的河水、山涧水、井水、泉水或湖
水，也有可能已被动物粪便、有机或有毒化学
物质等污染，直接饮用非常危险。

饮食方面，坚决避免食用腐败变质的食
物，不吃淹死、病死的禽畜，来历不明的禽畜可
能死于传染病，不可加工食用，最好深埋处
理。专家表示，洪涝灾害一般发生在高温高湿

的夏秋季节，食物容易腐败变质，食用腐败变
质或不洁食物，容易引起痢疾、伤寒、甲肝、霍
乱等肠道传染病和食物中毒。

环境与人体健康密切相关，洪水过后，要
注意环境卫生，做到不随地大小便、不随意丢
弃垃圾。专家提醒，洪水过后环境中的垃圾较
多，应尽快清理集中堆放，避免污染水体；而随
地大小便不仅会污染水源，还可能造成苍蝇大
量滋生，传播肠道传染病。

洪水过后，地面、屋内潮湿都容易引发皮
肤病，以细菌感染性皮肤病、变态反应皮肤病、
浸渍皮炎为主。省疾控中心专家说，“人体皮
肤长时间浸泡在水中，会引起溃烂、感染等严
重后果，下水劳动时，应每隔1至 2个小时出水
休息一次，避免长时间浸泡在水中。”

此外，大量积水会滋生蚊虫，容易传播登革
热、疟疾和乙脑，可以通过穿着长袖长裤、喷洒
驱蚊剂、安装纱窗、使用蚊帐、清空有积水的容
器等手段防止蚊虫，避免传染病的发生。③6

“水洗”一周 当心渍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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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勇 周强 杨争明
郭纬航 李进 杜佳音

2018 年 12 月 13 日，省地矿局和
信阳市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通过
深度合作，各项工作全面展开，目前双
方合作渐入佳境，相关工作的时间表
和路线图更加明确清晰。

省地矿局党组书记、局长郭轲要
求,地勘单位要围绕大别山革命老区
建设，提高地质工作服务能力。针对
革命老区重大民生问题、特色农业发
展、环境生态修复治理、地质旅游资源
调查与规划等方面，做好地学论证，为
规划、建设部门提供科学决策依据，为
县域发展提供合理化建议和精准地学
参考，为信阳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全
方面、多层次、立体式的服务。

省地矿局第三地质矿产调查院
（以下简称“地矿三院”）院长孙卫志介
绍，作为技术支撑单位，地矿三院积极
践行“服务政府、服务社会、服务市场”
的“三个服务”理念，发挥地质工作的
基础性、先行性、公益性作用，先后探
明了亚洲最大的信阳上天梯珍珠岩
矿、商城汤家坪钼矿、光山千鹅冲钼矿
等大批矿产资源；同时在国土调查、生
态环境治理、土地污染普查、地质灾害
治理、矿山环境治理、绿色矿山建设、

农村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定，以及生态
文明建设、乡村振兴、资源整合利用等
领域助力信阳地方发展。

服务蓝天净土工程

2019 年年初，按照全省统一部
署，地矿三院组织 50余名地质技术人
员，牵头开展了桐柏—大别水源涵养
和水土保持片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修
复规划调查项目，涵盖信阳市两区八
县，项目范畴涉及山水林田湖草全领
域。当年7月7日，省地矿局召开“桐柏
山—大别山水源涵养与水土保持片区生
态保护修复规划工作”评审会，为今后信
阳生态文明规划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今年 2月 17日，受疫情影响无法
开展野外调查工作，在信阳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的统一组织下，通过视频
会议、电话访谈等多种形式，收集 500
余份资料，提交《河南省大别山革命老
区（信阳片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
与修复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今年 5 月，信阳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地矿三院组织 30余名地质专家
组成 10个小组分赴各县区，野外调查
面积 18000 平方公里，收集整理各类
报告和资料1000余份，实地核查生态
环境问题13500余处。

信阳市主要领导高度重视，多次听
取工作汇报，加大协调力度。信阳片区
划分出沿淮生态保育带、浉河流域综合
治理区、竹竿河流域综合治理区、白露
河—潢河综合治理区、史河—灌河综合
治理区、大别山北麓生态保护区等六个
综合治理区，将系统部署治理工程。

该院在新一轮的“全国第二次污染
源普查”中积极作为，实施信阳市、浉河
区、南湾管理区等共 12个市、县的普
查，并实施“新县河湖勘测定界”“商城
县16条河道划界确权”；完成息县农村
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定、勘界立标项目，
提交了报告；完成潢川县乡（镇）级及以
下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项目。

精准服务地方政府

地矿三院围绕信阳市发展战略，

精准识别政府需求，创新服务模式，在
资源整合利用、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
设等领域提供精准服务，在该市各县
（区）共开展各类项目 80余项，承担信
阳市矿山地质环境恢复与综合治理规
划、信阳市 1:5 万矿山地质环境调查
项目，实施信阳市上天梯非金属矿管
理区珍珠岩、膨润土、沸石等矿产资源
储量核实等一批重点项目。在此基础
上，他们谋划实施了资源储量核实、矿
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及矿山土地复垦
方案、开发利用方案等一批项目。

2019年，地矿三院围绕商城县“美
丽乡村·文明城镇·幸福商城”，谋划各
类项目 14项，重点实施商城县千岭山
建筑石料大理岩矿山整治一揽子服务
工程主体项目，并实施了商城—麻城断
裂带（河南段）地热资源调查和商城县
灌河流域环境保护综合治理工作。

商城县县长周哲表示，两年来，商
城县同地矿三院对接工作持续深入，双
方沟通及时、工作高效、机制健全，在绿
色矿山开发、产业发展、生态环境治理、

国土调查等方面开展了深入而有效的
合作，地矿三院为商城县绿色健康可持
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地学支撑。

围绕“山水红城、健康新县”的绿
色可持续发展战略，积极服务乡村振
兴，地矿三院在新县实施各类项目 16
项。其中，重点推进“智慧新县”三维
建模项目，为县域资源整合利用而开
展邬家洼建筑石料勘查工作，促进新
县小潢河综合整治工作的开展。

他们还实施了罗山县矿山地质环
境恢复与综合治理规划、光山县矿山
环境治理项目、固始县地质调查、固始
县九华山省级地质公园规划报告、固
始县矿山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息县
和淮滨 2018 年度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项目实施方案设计等大批项目，为乡
村振兴打下基础。

防灾减灾彰显担当

今年5月6日，地矿三院同信阳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信阳签订地质灾
害防治技术支撑协议。双方在突发地

质灾害调查、提升地质灾害防治技术
水平等方面开展广泛合作，共同助力

信阳经济社会绿色健康发展。
据悉，信阳市以地矿三院为技术支

撑单位、各县区分别以一个地质勘查单
位为技术支撑单位，提高全市汛期地质
灾害防治专业化水平。各乡、镇、办事
处积极配合地矿三院的技术人员开展
全面排查，查清地质灾害隐患底数。

2019年，信阳市年共发布地质灾
害黄色预警14次，橙色预警2次，发生
地质灾害险情 6次。2020年，全市纳
入群测群防体系的地质灾害隐患点
209处，其中中型隐患点11处，小型隐
患点192处，直接威胁人口6139人。

今年汛期灾情突发，地矿三院多
次协同省自然资源厅和信阳市自然资
源与规划局，赴地灾隐患易发点现场
考察，对原有隐患点进行 100%核实，
并协助制定应急方案，提供防灾减灾
技术支撑，确保安全度汛。由于预警
预报及时，应急措施得当，近两年未出
现地质灾害引发的伤亡事故。

“地矿三院作为信阳市地质灾害
防治技术支撑单位，其内部专家积极
为全市地灾防治提供义务服务，随叫
随到，充分体现了一个事业单位的担
当。”信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
王德宏这样评价。

省地矿局与信阳市合作行稳致远
——省地矿局第三地质矿产调查院全力服务信阳经济社会发展纪实

增
增
增

8月 4日，新郑双洎河畔绿树成荫、碧波荡漾。近年来，新郑市对城区段15.2公里河道进行了高标准治理，改善了生态环境，营造出宜居
的生活环境。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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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水质持续改善奠定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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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津冀及周边省份中

全省累计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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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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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你同在共甘苦一升一降显担当

相关新闻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8月 4日，记者从
省生态环境厅获悉，上半年全省共受理环境
投诉案件 15420 件，同比下降 23.3%。其
中，全省“12369”环保举报热线受理 7456
件，同比下降 29%；全省环保微信举报受理
6897 件，同比增加 15.5%；网络举报受理
1011 件，同比下降 148.7%；来信、来访、内

部情况、媒体曝光、网民留言等其他
方式举报 56件。

2016年 11月，省生态环境厅出台了《河
南省环境污染举报奖励暂行办法》。2017年
5月，又正式出台实施了《河南省环境污染举
报奖励实施细则》，对环境污染举报奖励制度
奖金额度分配、举报核实、奖金发放办法、领
奖具体程序和形式进行了细化，举报者可获
得 500 元至 5 万元不等的奖励。2018 年 8
月，省生态环境厅对《河南省环境污染举报奖
励实施细则》进行修改，进一步拓宽了环境污
染举报范围，由原来的 10项内容增加到 14

项。2019年，又增设了举报线索

奖，只要群众举报环境污染问题，录入举报系
统就给予10元钱的举报线索奖，采用电话费
充值方式实时兑现。

全省生态环境部门依托“12369”环保举
报联网管理平台，畅通举报渠道，依法受理群
众环境诉求，积极回应群众关注，推动解决一
大批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有力打击了
环境违法行为，维护了群众的合法权益。

目前，郑州、开封、洛阳、平顶山、安阳、鹤
壁、焦作、濮阳、许昌、漯河、南阳、商丘、信阳、
济源等 14个省辖市（示范区）和滑县、固始 2
个省直管县按要求开展了环境污染有奖举报
工作。③6

上半年全省环境投诉案件同比下降 23.3%

制图/周鸿斌

8月4日，新
乡市普降暴雨，
牧野区北干道与
解放大道地下道
发生路面积水，消
防员纷纷出勤将
行人转移至安全
地带。⑨3
代娟 刘景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