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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成利军）“天再冷也
不怕，你看这蔬菜上下三层地穿着‘暖
宝宝’哩。”12月 27日，在济源玉泉街
道陆家岭居委会，有 20个蔬菜大棚的
家庭农场主张普干对记者说，“下有地
膜，上有薄膜，棚上盖有棉被，门口还
挂有棉门帘，可不怕冻着。”

12月27日，记者了解到，为应对寒
潮，济源的玉泉街道陆家岭居委会、梨
林镇永泰村等蔬菜种植较为集中的地
方，在当地农业部门的指导下，都已经
提前行动，蔬菜种植户纷纷为蔬菜和大
棚穿上了“暖宝宝”。

济源地处太行、王屋山区，蔬菜种
植和蔬菜育种等精品农业是当地农民
致富奔小康的主打产业之一。应对寒
潮天气，济源农业农村局积极行动，组
织干部职工深入田间地头，督促提醒
蔬菜种植户重点做好保温、增光和降
湿三方面的工作。

“保温材料要晚揭早盖，蔬菜上加
盖一层塑料薄膜，棚内要搭建简易拱
棚或是对蔬菜进行多层覆盖，大棚门
口要设置缓冲带等保温措施，尽可能
减少热量损失。”济源园艺站负责人赵
兴华向农民介绍，同时要兼顾合理放
风，及时排出棚内湿气，降低棚内的空
气湿度，减少病害的发生。③5

□本报记者 李若凡
本报通讯员 周爱春

12月28日夜里起，入冬以来最强寒
潮开始影响我省。省气象局已于25日19
时30分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寒潮）三级应
急响应。此次寒潮天气影响时间和范围
怎样？有什么特点？对生产生活有何影
响，该如何防范？12月28日，记者就此采
访了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谷秀杰。

此次寒潮天气影响范围
如何，有何特点？

谷秀杰说，此次寒潮天气的特点就
是影响范围广、强度大、降温剧烈、低温
大风持续时间长，降温幅度和低温强度
表现出一定的极端性，总体强度堪比
2016 年 1月 22 日至 24 日的极端寒潮
过程。受其影响，我省大部分地区将出
现今年入冬以来最寒冷天气，部分地区
还可能出现积雪、积冰。

根据预报，12 月 28 日夜里到 30
日，全省偏北风6级至 7级，阵风8级至
9级。28日之前全省气温偏高，最高气
温10℃至 13℃，29日到 30日全省气温
大幅下降，降幅可达 10℃至 12℃，30
日和 31日早晨全省大部分地区最低气
温可降至-10℃左右，局地达-12℃～
-16℃，2021年 1月 3日前全省低温仍
将持续。

此次寒潮天气是否会带
来大范围雨雪？

谷秀杰说，此次寒潮天气影响范围

广、实力比较强，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
气过程。12月 28日夜里到 29日白天，
黄河以南大部雨夹雪转小到中雪，西
部、东南部部分地区有大雪；其他地区
有小雪。但此次雨雪天气过程持续时
间比较短，基本在24小时内结束，不会
出现持续的雨雪冰冻天气。

此次寒潮天气对生产生
活有何影响，应如何防范？

谷秀杰告诉记者，由于冷空气强、低
温持续时间长，需防范降雪、大风、低温阴
冷天气对交通运输、设施农业及城乡输电
线路、供水管道等公共设施的不利影响。

气象部门建议关注高铁、机场、高
速公路等重要交通枢纽和交通干线的
疏导和安全保障；设施农业、养殖业应
做好棚内增温、防冻、除雪等管理工作；
需关注大风雨雪对输电线路和城乡供
水、供气、供暖管道等公共设施及农村
危旧房的不利影响。③8

本报讯（记者 宋敏）12月 28
日，记者从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局集团
公司”）获悉，2021年春运务工团
体购票业务已开始受理，用工企
业和零散务工团体提交的 2021
年 1月 28日至 3月 8日期间增开
列车的购票需求优先受理。

据介绍，用工企业可登录网
站 （www.12306.cn/mwgweb）
提交注册申请，注册时需设置用
户名和密码，录入企业名称、企业
地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以及经
办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手机号
码（需核验）和电子邮箱地址，并
选择办理资质审核手续的车站。
郑州局集团公司管内主要车站郑
州、郑州东、开封、洛阳、安阳、鹤

壁、新乡、焦作、许昌、三门峡、南
阳、商丘、周口东、长治东、晋城东
共 15个车站，均设立了务工团体
车票业务办理窗口。

零散务工团体可在开车前32
天 23:30 前，持乘车人身份证原
件在办理窗口提交购票需求，提
交时需预留用于接收配票成功信
息的手机号码。通过资质审核的
用工企业在网站提交务工团体订
票需求。铁路部门将在开车前31
天组织配票，并向配票成功的零
散务工团体预留手机号发送含有
订单信息和支付链接的通知短
信；用工企业可登录网站查询配
票结果。配票成功的用工企业和
零散务工团体需在开车前 31 天
23:30前支付票款。③6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12月
28日，记者从省公安厅高速交警
总队获悉，元旦假期（2021年 1月
1日至 3日），全省高速公路不免
费通行。

元旦假期，群众走亲访友等
中短途出行集中，郑州、开封、洛
阳等省辖市周边高速收费站及京
港澳、连霍等主干高速公路车流
量大，加上近期雨雪雾恶劣天气
频发，交通安全风险上升。

预计元旦假期省内主干高速
公路车流量会比较大，2021 年 1

月1日上午是出行高峰时段；2021
年 1月 3日下午返程车流量大，省
内主干高速公路通行压力会非常
大，请提前安排，错峰返程。

此外，群众出行请尽量避开
以下 7 个易堵高速路段：京港澳
高速公路郑州圃田、新郑和许昌
段，郑栾高速公路新郑始祖山隧
道段，许广高速公路许昌段，京港
澳高速公路刘江黄河大桥至郑州
东服务区段，郑少高速公路新密
段，菏宝高速公路济源段，二广高
速公路洛阳段。③8

□本报记者 卢松

12月25日，荥阳市社会福利中心院
内，75岁的张金旺和72岁的王粉菊老两
口，一人在前手拿垃圾钳，一人在后提着
袋子，仔细捡拾花池内的树叶和垃圾。

这两位如影随形的老人，是荥阳市
社会福利中心的院民们羡慕的伴侣。
原本单身的他们，是如何走到一起的？

荥阳市社会福利中心集中供养了
480多名“五保”老人。2006年，张金旺和
王粉菊先后入住荥阳市社会福利中心。

张金旺干活实在，为人和气，被院民
推荐为代表，经常协调解决老人间的琐
事。王粉菊是个热心肠，不仅帮工作人
员照顾高龄老人，还给老人们缝补衣
服。张金旺被王粉菊的干净利落劲儿吸
引，王粉菊敬重张金旺有威望，2008年，
经工作人员牵“红线”，两人走到了一起。

荥阳市社会福利中心 4 号楼 102
房间，是张金旺老两口的住室，电视机、
空调、衣柜、桌子等一应俱全。“没想到
能住进这么好的大院，更没想到生活这
么美满。”张金旺和王粉菊会心一笑。

张金旺老两口互敬互爱、相濡以沫，
牵手度过了12个春秋。在荥阳市社会福
利中心工作人员的张罗下，还有6对孤寡
老人结为夫妻，日子过得甜甜蜜蜜。

老人冬天怕冷，荥阳市城区供暖直
通社会福利中心。今年 10月份，荥阳
市社会福利中心又给院内每位老人添
置了两套秋衣秋裤、一身棉袄棉裤和一
双棉鞋。“这都是今年新发的，穿上合身
暖和。”张金旺拉起衣角让记者看。③5

““最强寒潮最强寒潮””有多强有多强？？
专家解读来了专家解读来了

蔬菜穿上了“暖宝宝”济源 福利院里老两口真甜蜜荥阳

元旦假期全省高速公路不免费
请避开两个高峰时段和七个易堵路段

春运务工团体火车票开始办理

12月 28日，在宝丰县移民后期产业扶持园，当地干部居民对温室大棚覆盖保温棉衣应对寒潮来袭。面对今冬最冷
寒潮，宝丰县多举措应对，对大棚各类隐患进行全面排查和现场处理，保障大棚安全过冬。⑨6 王双正 摄

应对寒潮天气，12月 28日，焦作市解放区迅速行动，在 10个社区“爱心超
市”开通送温暖服务平台，筹集500余件（条）棉衣、棉被及时发放给困难群众以
及生活困难的老年人。⑨6 李良贵 摄

碧带绕宝丰 翠绿满父城

高位推动 兴绿全面开花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生态环境
保护建设上，一定要树立大局观、长远
观、整体观。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诲，宝
丰县突出生态为本，以绿色生态引领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规划引领，一张蓝图画到底——
编制了《宝丰县绿色发展规划》，

作为全县生态发展的总遵循。在此基
础上，还编制了《宝丰县城乡总体规划
(2016-2035)》《宝丰县 2018年林业生
态建设实施规划》《宝丰县公益林建设
规划》《宝丰县生态廊道建设规划》《宝
丰县企业单位园林化规划》等 10大专
项规划，提高发展的前瞻性和权威性，
最大限度地将林业生态建设与经济社
会发展匹配融合。

高位推动，多方联动聚合力——
宝丰县把林业生态建设列入全县

十大民生实事，不仅成立了以县委书
记、县长任双组长、各乡镇和相关单位

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创建省级森林城
市领导小组，还组建了生态廊道建设、
荒山治理和国储林建设指挥部，开展
了“三城同创”“生态廊道建设”“公益
林建设”“大香山森林公园建设”“森林
乡村创建”等生态工程建设，国土绿化
数量与效益双双提升。

目前，全县林业用地面积共计
25.82 万亩，林木覆盖率 36.6%，廊道
绿化率 96.2%，乡镇所在地平均绿化
率38.5%，村镇绿化覆盖率36.62%，城
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42.57%，人均公
共绿地面积达到13.27平方米，初步形
成了“城市园林化、山区森林化、廊道
林荫化、平原林网化、乡村林果化、庭
院花园化”的森林城市体系。

精心布局 坚持生态惠民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在生态保护建设中，宝丰县坚持
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努力
让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

在文化底蕴深厚的父城大地上，
蕴涵着石板河、三间房等自然景区，那
里有大自然留下来的“原汁原味”的生
态资源，石、泉巧夺天工，山、水、树交
相辉映。四里营村的千年酸枣、马堂
村的千年黄连木、马堂村橿树古树群，
众多珍贵的古树名木，映衬出宝丰的
优良生态。

生态廊道融景观设计和生态绿化
为一体，绿化美景如诗如画，令人心旷

神怡。随意走进哪一个村庄，便可饱
览一幅丹青之图，但见小树黛绿，大树
婆娑，一条条洁白平整的水泥路穿行
于青山绿水之间，一片片错落有致的
村庄掩映在茂林修竹之中。

造林就是造福,植树就是致富。
该县精心谋篇布局，全面实施“送果
树，进农家”惠民工程，“家家同种摇钱
树，户户齐结致富果”，一个个富有特
色的“花果村”成为宝丰的花瓣，点缀
着宝丰的生态品牌，提升县域经济和
生态环境的发展内涵。

与此同时，宝丰县将林业生态建设
与城市建设提质、乡村振兴、农村人居环
境改善、美丽乡村建设、环境污染防治等
工作有机结合，取得了良好效果。经过

环境整治的美丽乡村和林果化村共计
184个，栽植各种果树19.2万棵、完成了
100个人居环境改善示范村、200个园
林化创建示范单位，获得国家级森林乡
村14个、省级森林乡村21个。

破解瓶颈 拓宽发展空间

在林业生态建设中，“地”和“钱”
是必须迈过去的坎儿。

在破解两大难题方面，宝丰有自
己的独到之处。

树往哪里种？一方面通过开发利
用荒山土地、整治工矿废弃地、取缔散
乱污企业、退耕还林和收回已出让土
地使用权等方式，深入挖掘土地资源，
建设一大批城市公园、游园和园林；另
一方面成立信托平台统一“租”土地。

钱从哪里来?宝丰县把国土绿化
提质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相结合，
多渠道筹措造林绿化资金。一是国有
公司主导融资。通过信托平台将土地
流转到位后，统一规划并融措资金。
二是引导民营资本注资。积极鼓励引
导民营资本参与林业生态建设，享受

“生态分红”。三是鼓励大户植树造
林。县财政拿出真金白银奖励植树造
林大户，对新栽植面积在 200亩以上
的造林，每亩奖补 500元；对新创建的
林业生态村，每村奖补5万元。

红树青山日欲斜，宝丰林色绿无
边。如今的宝丰，从城市到农村，不同
层次的“绿”紧密相连，形成了山水相
映、林水相依的森林景观。自然生态、
绿色环保与现代工业、都市生活在这里
交相辉映;开放、文明与活力、秀美在这
里和谐统一。一个充满着活力、魅力、
合力的宝丰，正行进在中国梦的发展轨
道上，成为人民安居乐业的福地。

□陈慧 姜学信

西倚伏牛山脉，东瞰黄淮平

原，位于河南中西部的宝丰县，

山青、水绿、城美，生态文明建设

已步入快车道。

近年来，宝丰县坚定践行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省

委、省政府“打一场新时代河南国

土绿化的人民战争”的重大决策

部署，把森林城市建设作为重要

抓手，以点带面、统筹推进，扎实

推进国土绿化提速行动。2017

年全县造林面积位居平顶山市第

一，2018年以来这三年累计造林

13.6万亩，全省林业生态建设现

场会多次在此召开。目前，全县

林木覆盖率达36.6%，6大类35

项指标均已达到或超过省级森林

城市评价指标要求。就在前不

久，宝丰县喜提“省级森林城市”

荣誉称号，为林业生态建设写就

浓墨重彩的一笔。

宝丰县龙山市级义务植树基地宝丰县城区湿地公园

本报讯（记者 曹萍）12月 28
日，郑州市“95后暖男”王浩名在
河南省肿瘤医院成功捐献造血干
细胞，为一位未成年白血病患者送
去新生的希望。今年郑州市实现
造血干细胞捐献23例，多
年累计捐献 315例，
捐献人数连续 17
年 居 全 国 省 会
城市之首。

王浩名是
一 个 公 益 达
人，在大学时
就坚持参加无
偿献血，同时
还积极带动身
边同学加入无偿
献血队伍。他先后
组织同学 400余人次参
与无偿献血，累计献血量超过 15
万毫升。

2018年，王浩名在多氟多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参加实训时，了解
到公司早在十几年前就成立了造
血干细胞捐献志愿服务队，有上千
名员工登记成为捐献志愿者，并且
多人成功捐献。乐于助人的王浩
名深受感染，毫不犹豫地填写了造
血干细胞志愿捐献登记表，成为一

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两年后，已经在郑州工作的

王浩名接到郑州市红十字会电话，
得知自己与一名年幼的血液病患
者初步配型成功。他非常高兴，立

刻积极配合郑州市红十
字会顺利完成了捐

献 前 的 准 备 工
作。最终，捐献
于 12 月 28 日
进行。

“帮助别
人 是 件 特 别
幸运的事情。”
王浩名说。

今年 5月 7
日，郑州市实现了

第300例捐献，成为
首个捐献人数达 300 例

的省会城市；6月，5天内郑州连续
4人捐献造血干细胞，捐献速度再
创新高；本年度，郑州市共招募
1768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入
库，招募人数创 5年来的新高，志
愿捐献者资料总数达到5万人份，
占全省入库人数的36%。③8

上图 12月 28日，王浩名在
医院捐献造血干细胞。⑨6 本报
记者 王铮 摄

95后小伙捐献造血干细胞
郑州捐献人数连续17年居全国省会城市之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