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生态惠民，绿色浸润中原

为大地植绿，“创森”遍地开花

●● ●● ●●

2015年，当驻马店市

吹响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的

号角时，不少人尚不理解：

“创森”跟我们有啥关系？4

年后，全市新造林面积

204.86万亩，绿量以肉眼可

见的速度绵延晕染。“创森”

绝不是争个荣誉那么简单。

放眼全国，在“创森”期

间，每个“创森”城市平均每

年完成新造林面积占市域

面积 0.5%以上；纵观河

南，森林城市建设15年，全

省森林覆盖率提升了8.74

个百分点。

目前，正值冬季造林大

好时机，我省各地在做好疫

情防控的基础上，千军万马

齐上阵、生龙活虎搞绿化，

森林城市建设渐入佳境。

文明花开遍中原

商丘

要闻│052020年 11月27日 星期五
组版编辑 孙美艳 金京艺 美编 王伟宾

□本报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

11月25日，走进商丘市梁园区平
原街道烟厂家属院，整洁的道路，粉刷
一新的楼体，别致的小区公园，让这里一
点也不像是有30多年房龄的老小区。

“原来这里脏乱差住着可难受，
现在咋住咋舒服。不光环境好了，我
们还成立了小区党支部，每栋楼还有
楼栋长，啥事都有人管，邻里关系和
睦了，居民的素质也提升了。”小区居
民朱巧云笑着说。

在商丘，无数老街巷、老旧小区
像烟厂家属院一样，正经历着有机更
新后的“美丽蝶变”。

2018年，商丘市委、市政府明确
提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战略目
标。今年 11月 20日，商丘市在全国
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上获得“第六
届全国文明城市”称号。

创文路上，商丘坚持问题导向，
围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目标，以交通
秩序治“堵”、市容卫生治“脏”、生态环
境治“污”、公共服务治“差”、市民参与
治“冷”、小区楼院治“乱”、农村创建治

“弱”等“七治”54项工程为主要抓手，
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推进城市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一项项工作

任务，转化为了一项项民心工程。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

民。为切实解决市民的操心事、烦心
事、揪心事，提升获得感幸福感，三年
来，商丘先后改造老旧小区1070个，改
造棚户区23万套，1485.6万平方米；改
造升级23个农贸市场，构建“10分钟便
民生活圈”；施划机动车停车位78437
个、非机动车停车位2.67万个，缓解出
行难、停车难；实施 18个园林绿化项
目，新增绿地865万平方米，描绘“300
米见绿、500米见园”的诗画栖居地。

一座富有魅力的文明城市，要看
外在的“面子”，更要看内在的“里
子”。“里子”既体现在城市地下综合
管廊等硬件建设，又体现在城市文
化、精神文明建设等软件建设。

为持续叫响“商丘好人”道德品
牌，构筑“道德高地”，商丘大力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宣
传道德模范的先进事迹，引导人们向
道德模范学习，先后开展“商丘好人”基
层宣讲、故事汇巡演等活动，实现了“商
丘好人”向“商丘人好”的转变。目前，
商丘各行各业涌现出以李学生为代表
的“商丘好人”2万余名，其中，11人次
荣获全国及河南省级道德模范或提名
奖荣誉称号，133人入选中国好人榜候
选人，34人入选中国好人榜。③9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李筱晗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11月
26日，雪后初晴，清晨第一缕阳光，为
新县英雄山上的“红旗飘飘”主题雕
塑镀上了一层亮丽的金色，仿佛在庆
祝这座山水红城获得“全国文明城
市”的殊荣。

进入新县县城，灯箱上是开国将
军的身影；指路牌上，红色景点导引
清晰醒目。县城内的鄂豫皖苏区首
府革命博物馆、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
陵园和鄂豫皖苏区首府旧址，吸引着
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缅怀先
烈，激励斗志。

英雄山下，新县潢河北路繁华商
业区的“红城驿站”内，雨伞、拐杖、保
温瓶、针线盒等分门别类摆放得井然
有序。几位“头戴小红帽、身穿红马
甲”的志愿者，为几位初到新县的游
客贴心地送上新县旅游地图，并详细
地指明路线。礼貌的问候、暖心的服
务、贴心的话语，让人们在寒冷的清
晨，感受到别样的温暖。而像“红城
驿站”这样的文明志愿服务站，在新
县几乎随处可见。

每到周末，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
博物馆内总有一群身穿红色马甲、胸

佩讲解证的“小小讲解员”，用清脆响
亮的童声，声情并茂地为大家讲述着
发生在这块红色热土上的英雄故事。

文明创建，红色铸魂。从打造城
市游园到实施亮化工程，从畅通城市
交通到改善社区环境，从打造地标建
筑到提升城市“颜值”，新县都坚持把
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
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用心、用情、
用景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
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

英雄山、将军山、虎背山、龙泉山，
尽展大别山精神；小潢河璀璨夺目，虹
桥、解放桥异彩纷呈，霓虹闪亮装扮秀
色红城；心弦公园、滨河公园、爱心公
园，处处百花竞秀，让老区群众尽享幸
福美好；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精神
食粮滋养着新时代的新人……

目之能及，皆有所变。文明城市
创建让新县红色更红，绿色更绿。景
观小品体现红色主题，创意广告展现
红城新貌，社区公共设施巧妙融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宣传……一
处处点睛之笔让山水红城在文明的
浸润下愈显秀美，让老区群众搭乘文
明城市的快车，奔向“两个更好”的幸
福明天。③5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 王文齐）第17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以下简称“东盟博
览会”）将于11月27日至30日在广西南
宁举行。记者11月 26日从省商务厅获
悉，我省将在东盟博览会期间举办豫桂东
盟西部陆海贸易新通道合作洽谈会，同时
举办以“健康中国、命运与共、中原防线、
河南担当”为主题的形象展。全省注册参
会参展人员600余人。

据了解，我省共筛选出的 18 家具
有代表性的医疗健康和中医药企业将
参加主题形象展，设置了“医疗器械”

“检测试剂”“中草药成品”“中药饮片”
四大板块。河南本土研发生产的医用
正压防护头罩、防护服、医用硅胶防护
口罩等防疫物资，多种抗击新冠肺炎中
药产品，高科技体外诊断试剂和微生物
检测仪器等将精彩亮相。

河南既是医疗防护物资生产大省，
又是全国有重要影响力的中医药大省。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中，我省的抗疫
物资和中医药发挥了重要作用。省商务
厅主要负责人表示：“主题形象展有助于
精准对接东盟国家市场需求，服务‘健康
丝绸之路’，深度融入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RCEP）建设，为构建人类
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河南力量。”

11月28日，我省将举办豫桂东盟西
部陆海贸易新通道合作洽谈会。届时，
我省将向境内外客商重点介绍我省贸易
平台优势及豫桂东盟合作成果和前景优
势，鹤壁市、周口港、洛阳综合保税区、河
南速达电动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中大门
国际物流服务有限公司等均做重点推
介，我省还将与越南、印尼等国企业及广
西企业现场签署相关合作协议。③6

本报讯（记者 陈辉）11月 26日，
记者从省工信厅获悉，工信部、财政
部、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委遴选的第
二批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确定，全
国共有 33个市（区）入选，我省郑州
市、新乡市在列。

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旨在进
一步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强
化金融对产业的支撑作用，营造产业
与金融良性互动、互利共赢的生态环
境，促进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近年来，我省高度重视产融合
作，积极搭建产融合作平台。郑州市
通过大力发展金融科技、创新金融产
品服务、探索产业基金新模式、加大
财政支持、鼓励企业上市融资等工
作，形成了良好的产融合作基础。

2019 年，郑州市金融业增加值增长
9.2%，增速居省会城市前列，居 2019
年中国金融中心指数综合竞争力排名
第12位；新乡市围绕提升金融支持实
体经济能力，一手抓产融合作，一手抓
风险防控化解，在政策引领、产融对
接、产业带动、项目建设、直接融资和
风险防控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金融
真正走进制造、贴近企业、服务发展，
实现了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互动。

根据相关要求，试点城市要将产
融合作列入本地重点工作，建立相关
机构或工作机制，有效聚合各种资源，
促进产业政策、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协
同，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

此前，洛阳市、许昌市入选第一
批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③9

□本报记者 陈慧

创文共享幸福生活

红色铸魂绽新颜

第二批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名单出炉

郑州新乡上榜

我省森林城市建设稳步推进

让中原大地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

河南600余名代表参加东盟博览会

11 月 26 日，
卢氏山区雪后初
晴，山川沐浴着阳
光 ，显 得 格 外 清
新。纵横交错的呼
北高速公路和浩吉
铁路更加凸显出山
区交通发展的强劲
动力。⑨6 程专
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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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工作人员在展示钧瓷国礼《泰和尊》。当日，在广西南宁举行的
2020中国—东盟博览会指定国礼《泰和尊》交接仪式上，产于禹州市的《泰和尊》将
作为国礼赠送给参加第17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国家领导人。⑨6 牛书培 摄

森林城市建设是林业生态建设的
最重要载体和综合性载体。从 2005
年许昌市第一个开展国家森林城市创
建，到2019年安阳市、信阳市创建成功，
15年来，我省国家森林城市数量由“零”
增长到16个，省辖市级国家森林城市数
量居全国前列。

这得益于省委省政府对林业生态
建设的高度重视。尤其是2018年11月
13日，省委、省政府召开了1.8万人参加

的实施国土绿化提速行动建设森林河南
动员大会，打响了一场新时代国土绿化
的人民战争。森林河南建设十年规划要
求所有省辖市建成国家森林城市，所有
县（市）建成省级森林城市。

去年，15 个县（市）首批跻身“省
级森林城市”，首批 20个省级森林特
色小镇脱颖而出，国家森林乡村数量
居全国第一……从省辖市级延伸到县
级、乡级、村级，我省不断完善中原森

林城市群、森林城市、森林小镇、森林
乡村建设体系，森林城市建设不断向
深度广度拓展。

数据显示，森林城市建设 15 年
来，全省森林覆盖率由 16.2%增长到
24.94%，活立木蓄积量由 1.337 亿立
方米增长到2.656亿立方米，林业产值
由 290亿元增长到 2200多亿元，森林
资源总量和质量大幅提升，城乡生态
环境明显改善。

在推动森林城市建设过程中，我
省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把绿化为民、绿化惠民落到实处，
打造覆盖城乡的绿道、绿带、绿心、绿
网，努力扩大生态空间，让人民群众有
更多的生态获得感。

省林业局局长原永胜说，各地将
森林城市建设融入脱贫攻坚、乡村振
兴、污染治理等各项工作之中，大力发
展特色经济林、花卉苗木、林下经济、
森林旅游、森林康养，探索让生态效益
转化为经济效益、让生态优势转化为
发展优势的绿色发展路径，绿水青山
正在变成老百姓的金山银山。

以绿生金，点绿成金。各地的探
索实践值得点赞——

郏县80%以上的行政村建成了庭
院街道“景观林”、村中空地“休憩林”、
村庄周围“经济林”，增绿造景与兴林
致富并重；

西峡县融合推进森林旅游、林下
经济等产业发展，发展农家宾馆、田园
旅游综合体800多家，年综合
效益40多亿元；

宝丰县累计建成
318 个公益林，各行
政村把村级公益林栽
植和“科技下乡”的果

树，分给贫困户管护，收益归贫困户
所有……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持续
推动森林城市建设，不断开创国土绿化、
森林河南建设新局面，中原大地定能描
绘出“各美其美，美美与
共”的美丽画卷。③5

新县

（上接第一版）
按照“一基地两集群”的产业布

局，该集团在上游重点发展己二酸、己
内酰胺和尼龙66、尼龙 6切片；中游重
点发展尼龙纤维、改性塑料、聚氨酯及
制品；下游重点发展高档民用锦纶服
装、汽车工程塑料配件等高端产品，积
极打造技术和规模一流的千亿级尼龙
新材料产业基地，培育壮大下游尼龙
织造、工程塑料两个产业集群，加快形
成己二酸、己内酰胺、尼龙6及 66切片

“3个 60万吨”产能。目前，平顶山以
尼龙新材料为龙头的新型功能材料产
业集群纳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发展工程。

抓住此机遇，该集团坚持创新引
领，加快产品高端化发展。通过积极开
展战略合作，该集团成功突破尼龙 66
关键核心原材料己二腈和高端纤维对
位芳纶的核心技术，并加快其产业化进
程。同时，大力发展工业色丝、改性切
片、高端注塑、特种尼龙等差异化、高端

化产品，积极进军民用、军工等高端领
域。目前，高端、高价尼龙产品比重突
破80%。

作为优质的轮胎骨架材料，平煤
神马集团 60%以上的尼龙 66帘子布、
工业丝出口至海外。今年以来，面对
国际经贸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
考验，平煤神马集团积极融入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在巩固国外市场的同时，
积极开拓国内市场，近四个月，尼龙66
工业丝、帘子布的内贸销量翻番，整个
尼龙产业链基本实现了满产满销、量
价齐升。

“双线协同”驱动尼龙化工产业提
档升级。据统计，尼龙板块主业主产
品总产能已由 2015 年年底的约 100
万吨提高到目前的 200万吨，位居全
球第四位，进一步巩固了尼龙产业全

球领先地位。

从“单兵作战”到集群发展
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势头强劲

抓住国家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的重大机遇，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在
平煤神马集团异军突起，并成为未来
发展的重要一极。

依托成功研发出高纯硅烷的技术
优势，“十三五”期间，中国平煤神马集
团以焦炉煤气提取的氢气为主要原
料，先后开发出电子级、区熔级多晶硅
等高新技术产品，成为全球第二家硅
烷法生产高纯电子级多晶硅的企业，
彻底打破高端电子原材料依赖进口的
被动局面，形成了“硅烷—单晶硅、多
晶硅—太阳能电池切片—光伏电站”

战略性新兴产业链。
此外，立足于炭素产业基础，该集

团以煤焦油为原料，大力研发生产针
状焦、大规格超高功率石墨电极、石墨
负极材料等高端产品，成为国内最大
的超高功率石墨电极生产企业，建成
世界第一条全自动全固态的锂离子电
池生产线，资源价值提升了上百倍。

沿着产业链、价值链，中国平煤神
马集团布局了一大批最具成长性、最
具活力、最有发展前景的项目。在光
伏产业，大力发展太阳能电池片、光伏
电站、硅烷气、区熔级多晶硅、光伏组
件金属材料项目，推动“金太阳”光伏
电站+互联网项目；在锂电负极产业，
推动锂电池负极材料专用中间相焦、
负极材料改性升级、储能锂离子电池
等项目；在炭素与特种石墨产业，推进

开封炭素超高功率石墨电极二期、双
极板、石墨烯、碳纤维等项目进展，着
力打造国内顶级的新能源新材料产业
基地。

今年 4月 25日，平煤神马集团联
合河南投资集团、许昌市人民政府，共
同打造千亿级硅碳先进材料产业园，
计划建设30GW太阳能光伏电池片超
级工厂和 12GW 光伏电站，并整合全
省光伏玻璃产能，不断推进新能源产
业做优做强。

同时，依托中国尼龙城和千亿级硅
碳先进材料产业园，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加快打造豫西南煤基先进材料工业长
廊，形成连接平顶山、许昌、南阳三市六
县、特色鲜明的区域经济带，推动产城
融合、县域发展、乡村振兴。目前，工业
长廊雏形已初步构建，累计投入资金

300多亿元，建成投产项目28个，工业
总产值达 280亿元，力争通过 3年到 5
年努力，工业总产值超过2000亿元。

从延链补链到产业集聚，再到融
合发展，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发展正在
由“黑”变“绿”，效益由“低”转“高”。

“十四五”期间，该集团将按照“一基三
园一廊”产业空间布局，构建“一本三
核三高”现代产业体系，即立足平顶山
本部基地，做强平顶山尼龙新材料产
业集聚区、许昌硅碳先进材料产业园、
开封精细化工园区，打造豫西南煤基
先进材料工业长廊；坚持以煤为本，聚
焦煤焦、尼龙化工、新能源新材料三大
核心产业，构建高技术、高质量、高附
加值的现代产业体系。“力争到 2025
年，集团实现营业收入超 2000亿元、
利润超 100亿元，争创世界一流企业，
实现由传统能源化工企业向新能源新
材料企业的转型，高质量挺进世界
500 强。”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
毛说。

平煤神马集团步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

我省本土中医药及医疗防护物资将亮相展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