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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资讯

林业人

农村版

南阳市

营造南水北调生态屏障

内乡县

特色经济林发展提速

尉氏县永兴镇

多措施引导农民
发展高效林业

元旦期间
我省无森林火情

省林业厅公布

商水县刘宏伟

从“改革之星”
到“绿化模范”

本报讯（记者宋朝）去年年底，省林业

厅公布省级林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好想

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等355家企业被确认为

省级林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为进一步做好省级林业产业化重点龙

头企业的服务与扶持，充分发挥龙头企业辐

射带动作用，推动全省林业产业化建设，依

据《河南省林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认定监

测管理办法》，在各省辖市、省直管县监测推

荐的基础上，省林业厅组织有关专家对2012

年认定的林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和新推

荐上报的企业进行了复审认定，好想你枣业

股份有限公司等355家企业被确认为省级林

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省林业厅要求各单位要始终坚持扶持

林业产业化就是扶持林业,扶持龙头企业

就是扶持林农这一理念，根据国家、省有关

规定和政策，采取切实措施，加大支持力

度，推进林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的

发展。

省林业厅将持续对省级林业产业化重

点龙头企业实行动态管理，定期监测。为及

时了解重点龙头企业运行情况，省级林业产

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于每年1月和7月，分别

填报《河南省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运营信息

数据表》，1月份填报上年度全年数据，7月份

填报当年上半年数据，经县、市级林业主管

部门审核后于当月20日前报省林业厅。对

监测不合格的企业,将取消其林业产业化省

级重点龙头企业资格。

省林业厅希望全省林业产业化重点龙

头企业要继续努力，大胆探索，勇于实践，进

一步加快技术创新步伐，提高管理水平，提

升组织化程度；坚持为林农服务的方向，通

过采用基地加农户等方式,搞好产销衔接和

技术服务，与林农建立利益联结机制，提高

带动农户致富的能力；要求这些企业积极引

进国内外资金、技术和人才,不断拓展国内

国际市场,进一步提升我省林产品国际市场

竞争力。

省级林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本报讯（记者宋朝）尽管我省遭遇多年

不遇的暖冬天气，气温偏高，无有效降水，

各地火险等级持续偏高，但由于全省各级

防火部门提前安排、周密部署、强化措施、

严防严守，元旦假期全省没有森林火灾热

点。

进入森林防火紧要期后，全省各地都把

森林防火宣传教育作为抓好当前森林防火工

作的重要内容，在各重点林区和入山路口刷写

了大量防火宣传标语。各级电台、电视台、报

纸都把防火宣传作为宣传的一项重要内容，编

发了大量森林防火宣传稿件。三门峡市利用

森林防火短信平台发布节日森林防火短信；驻

马店市森林防火部门与气象部门合作，及时发

布节日期间森林火险等级预报，提醒大家注意

森林防火。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森林防火宣

传活动，营造了浓厚的森林防火氛围，形成了

社会化森林防火共识。

全省各地节日期间加大了森林防火力

度，对入山路口重点地段增兵设卡，防火检查

站严格控制火种入山，护林员继续加大林区

监测巡查密度，从源头上消除了大批火灾隐

患。南阳市规定凡发生一个热点通报村委、

村支部；发生一起森林火灾或三个热点通报

乡镇书记、乡镇长；一个县发生三起森林火灾

通报分管县（区）长；发生四起森林火灾；通报

县（区）长；发生五起森林火灾通报县（区）委

书记。并且一次通报，两次黄牌警告，三次市

委约谈。对督察情况每周通报一次，一月综

述通报一次，一季度按照热点、火灾多少顺序

通报一次。

全省森林防火系统把值班调度作为节日

期间应急准备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强化安排、检

查，全面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元

旦期间，省防火办对各地领导带班、人员值班情

况进行了抽查，结果表明各地值班制度执行都

非常好。航空护林飞机全天候执勤，全省所有

检查站、瞭望台工作人员全部上岗到位。

本报讯（记者宋朝）近年来，尉氏县永兴

镇以林业生态建设及提升为契机，先后实施

了世行造林、长防林、外资造林、通道绿化、村

镇绿化、科技兴林等林业项目工程，逐年加大

林业投入，不断完善提高农田林网标准，大力

发展优质林果产业和林业育苗，引导农民发

展高效林业。

加强组织，落实责任。镇政府把植树造

林、改善环境作为工作的重点，镇领导参加

义务植树，抓林业任务的落实。确定年度绿

化目标责任考核制度，奖优罚劣。突出重

点，科学规划。按照因地制宜、适地适树的

原则，科学谋划通道绿化、村镇绿化、农田防

护林体系改扩建等林业项目工程，制订切实

可行的绿化方案，对路、河、沟、渠进行综合

整治。发展特色林果，调整林业结构。一是

建立万亩特优苹果与大桃基地，二是大力发

展林下经济，三是发展林业育苗。深化林

改，明晰产权。通过明晰产权、放活经营、规

范流转，激发广大林农和各种社会力量投身

林业建设的积极性。强化宣传，开展各种形

式的植树造林活动。通过宣传，使爱绿、护

绿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造管并重，巩固和

扩大造林绿化效果。强化护林防火、林木病

虫害防治两大管护体系建设，建立镇、村护

林员队伍网络，加强对林区的巡逻管护，配

合有关部门严厉打击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

行为，巩固绿化成果。

目前，全镇有林地面积 3.6 万亩，高标

准农田林网10.5 万亩，四旁树木230多万

株，活立木蓄积19.6万立方米，农田林网控

制率 98.5%，路河沟渠绿化率 99%。全镇

绿化覆盖率达 43％，村庄林木覆盖率达

69％以上，2013 年林业总产值达 6900 万

元，实现了林业生态、经济和社会三大效益

协调统一。

本报讯 去年以来，南阳市突出

南水北调中线渠首水源地及干渠沿

线重要区域，加快造林绿化步伐，促

进绿色产业发展，营造安全生态屏

障。

该市在丹江口水库围边突出水

源地生态林营造，重点建设环库生

态隔离带，开展生态环境治理，去年

共完成工程造林5.17万亩；在西峡、

淅川、内乡三县河流源头和两岸汇

水区及库塘周围营造水源林，完成

工程造林13.7万亩；在其他区域开

展森林提质增效工程，完成中幼林

抚育35.9万亩、低质低效林改造2.7

万亩。组织申报了淅川猴山省级森

林公园，加强丹江湿地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建设，不断扩大森林湿地保

护面积，恢复湿地生态功能。通过

渠首水源地生态建设，新增水保林

22.5万亩，人工种草1.23万亩，生态

修复面积88.5万亩。

该市还高标准搞好渠首及干渠

沿线造林绿化。南阳境内干渠两侧

按照100米宽的标准规划造林，去

年干渠两侧共完成造林32891.7亩，

成活率达92%；渠首及周边补植栽

种树木50万株，铺种草坪5800平

方米，形成了山水森林景观。

在造林的同时，该市还大力发

展高效生态产业。该市出台扶持政

策，整合涉农资金，大力支持高效生

态林果产业，当年西峡县新发展猕

猴桃1.56万亩，总面积达11万亩。

内乡县新发展薄壳核桃2.14万亩，

总面积达8.2万亩，形成4个万亩、6

个千亩集中连片的产业基地。淅川

县发展毛竹、茶叶（油茶）、核桃、软

籽石榴等生态产业7万余亩，渠首

生态经济林面积达35.3万亩。

（南阳市林业局）

本报讯 日前，内乡县借《国家

林业局关于加快特色经济林产业发

展的意见》的东风，进一步吹响壮大

发展特色经济林规模、全力推进特

色经济林产业快速发展的号角。

近年来，内乡县积极采取有效

措施，大力发展特色经济林产业，着

力打造“林果大县”，取得显著成

效。该县先后被授予全国最大的无

公害油桃基地和中国核桃之乡荣誉

称号，赤眉油桃、内乡核桃比翼齐

飞，分别跻身国家绿色无公害产品

和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的行列。特

色经济林产业的发展壮大，有效提

升了内乡的竞争力，促进了人与自

然、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实现了生

态、经济、社会效益共赢。

2015年春造林之前，内乡县

委、县政府超前谋划、提前部署，在

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征求群众意见

的基础上，相继出台《油桃产业发展

实施意见》、《核桃产业发展实施意

见》等特色经济林发展纲领性文件，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同时，根据

相关实施意见，制定和出台了一系

列扶持政策，不断加大资金投入力

度,进一步加快特色经济林产业发

展步伐。

依据发展规划，内乡特色经济

林主导品种油桃、核桃种植面积在

原有18.8万亩的基础上，将进一步

扩大发展规模，力求在种植面积、产

品品质等方面实现新突破。

（李红亚）

本报讯（记者宋朝）日前从林

业厅网站获悉，按照《河南林业生

态省建设提升工程规划》确定的

建设任务,结合各地2013～2014

年林业生态省建设完成情况和

2014 年国家林业重点工程项目

任务的安排情况，初步确定2015

年全省营造林任务为造林250万

亩（不含飞播造林）、抚育和改造

370万亩。

大凡商人都有自己的“奇思妙

想”，然后想法再把这些“奇思妙想”

变成一个个现实。

商水县陆捷纺织有限公司的董

事长刘宏伟就是这么一个人。刘宏

伟在商水算得上一个重量级人物：

1998年经他一手创建的河南陆捷

纺织有限公司生产的提花浴巾，在

2000年第二届中国科技新产品名优

产品博览会上一炮打响，获得“金

奖”，接着公司自行设计的“绿洁”牌

高档提花浴巾系列产品也斩获河南

省家用纺织品行业“河南省名优产

品”。2011、2012年，该公司连续两

届被周口市人民政府评为“周口市财

源建设十强企业”。他本人也因此被

河南省改革发展研究院、河南省优秀

民营企业推介活动组委会授予“改革

之星”、“河南百佳民营企业家”。

可是没想到的是，事业上如日中

天的刘宏伟，2001年却出人意料地办

了一家占地2000余亩、商水县最大

的苗木基地——商水陆捷园林场。

面对亲朋好友的不解，刘宏伟却是这

么一番表白：“正因为我是企业家，所

以更懂得工业生产所产生的粉尘和

污染物对环境的危害。我投资这个

行业可不全是为了赚钱，我不缺钱，但

我缺的是清新空气和美丽环境。”

那时候碰巧赶上省林业生态省

建设正如火如荼全面铺开：农田林

网工程、退耕还林工程、淮防林工

程、村镇绿化工程等，一时间都需要

大量的树木，树苗成了稀缺品。刘

宏伟的苗木基地正好派上大用场，

光优质壮苗那些年他就为县里提供

2000万株，造林面积达7.8万多亩。

然而这毕竟不是刘宏伟的最终

目标，他的目标就是把这些树木栽

植到县城的角角落落，变成一棵棵

吐故纳新、吸尘消粉的“空气净化

器”。于是，他在陆捷园林场的基础

上又成立了专门的绿化公司，2008

年以来，又投资6000多万元，先后

参与了县城阳城公园高标准绿化、

周商大道和县城主要街道升级改

造，并对县城陆捷小区、黄寨镇刘井

和谐社区等单位做了高标准绿化，

共绿化土地面积80万平方米。

站在风景如画的街道旁，如今的

刘宏伟信心满满，由他们公司亲自参

与绿化的街道、公园、居住区、产业集

聚区，如今都变成树的海洋、花的世

界，仅2013年上半年就入驻亿元规

模以上企业6家；以陆捷园林场为龙

头带动的三合苗木、大井花卉、连同

花木场等苗木花卉产业如今已吸收

农户600多家，安置“4050”就业人

员2000多人。同时，陆捷园林场不

仅每年可培育珍贵稀有名贵树种

130万棵，还成为一个集旅游观光、

餐饮服务于一体的日客流量达1000

人次的旅游景观。

深冬的三门峡湿地，几只天鹅奋力飞越三门峡市区如虹的大桥，就像拨动了巨型

的琴弦。 柴明清 摄

2015年我省将造林250万亩

□本报记者 宋朝

琴 弦

及时灌冻水 园林树木的整个生命过

程都离不开水。虽然冬季蒸发量小，需水

量相对较少，但却影响到园林树木的抗寒

能力和来年的生长发育。因此，应在初冬

对树木尤其是新栽植的树木灌一次水，也

就是“灌冻水”，灌后结合封冻水，在树木基

部培起土堆。这样既供应了树本身所需的

水分，也提高了树木的抗寒力。

施肥 秋后树梢停止生长后，根系又出

现一次生长高峰。因此，应视树龄大小和

栽植时间的长短，适当施一些有机肥或化

肥，以促发新根，增强树势，为来年的生长

发育打好基础。

整形修剪 根据园林树木不同的应用

目的，进行正确的整形修剪，既可调整树

形，还可协调地上地下部分之间的关系，促

进开花结果，又可消灭病虫害。可在冬至

前后进行此项工作，如果量大，可延至春节

前后，根据树木的生长特性，将枯死枝、衰

弱枝、病虫枝等一并剪下，并对生长过旺枝

进行适当回缩，改善树冠内部的通风透光

条件，培养理想的树形，对于较大的伤口，

用药物消毒，并涂上铅油加以保护。

树干涂白 冬季树干涂白既可减少阳面

树皮因昼夜温差大引起的伤害，又可消灭在

树皮的缝隙中越冬的病虫。涂白剂配方为生

石灰10份，食盐1份，硫磺粉1份，水40份。

伐挖死树 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如树木

衰老、病虫侵袭、人为破坏等造成一些树木死

亡，可利用空闲时间，对那些无可挽救的树木

尽早伐除，并补栽上相同规格的苗木。

清理杂草落叶 杂草落叶不仅是某些

病虫害的越冬场所，而且在干燥多风的冬

季易发生火灾。因此，应把绿地中的杂草

落叶清理干净，集中处理，这样既消灭了病

虫源，也消除了火灾隐患。 （小胜）

林业知识 园林树木的冬季养护

1月5日，超级大乐透第15002期全国爆出3注头奖，其中，
1注为1600万元封顶追加头奖(含600万元追加奖金)，花落江
苏常州；2注为1000万元基本投注头奖，出自河南永城和江苏
连云港。

该期超级大乐透的开奖号码为“03、14、20、26、32+06、
10”，前区奖号分布较为匀称，各个区间均有分布，前区“32”，后
区“10”均是间隔两期再度现身，后区“06”则是连续第二期开
出，其余奖号均为近期温号。前区奖号的大小比为3比2，大号
略占优；奇偶比1比4，偶数占优。

数据显示，该期唯一的1600万元追加头奖出自江苏常州
54724体彩网点，中奖彩票是一张2注6元投入的单式追加票，
其中1注号码中出头奖，除收获1000万元基本投注头奖外，还

多得追加奖金600万元，累计收获1600万多元。
江苏中出的1000万元花落连云港07189体彩网点，中奖

彩票是一张5注10元投入的单式票，其中1注号码中得头奖。
另一注1000万元头奖出自河南永城22301体彩网点，投注方
式为“6+2”小复式，前区选择“03、07、14、20、26、32”六个号码，
总投入12元。除1注一等奖外，另有5注三等奖入账。

此外，二等奖开出90注，每注奖金9.87万多元，其中25注
采用了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5.92万多元。追加后，二等奖
单注总奖金达到15.79万多元。

在第15002期开奖后，超级大乐透奖池金滚存至10.92亿
多元，依然保持在10亿元之上。新的一年，大乐透持续着火热
的态势，只要你参与进来，就能发现它的乐趣！ (陈星)

超级大乐透：河南彩民很任性！再次
拿下千万大奖 奖池10.92亿元

2014年年末的超级大乐透在内蒙古接连不断开出头奖之
花，12月29日晚，超级大乐透第14153期开奖，幸运之神再次
光顾内蒙古，来自包头市的彩民南先生一举击中头奖和头奖追
加各1注，奖金共计1445.9万余元，成为2014年内蒙古体彩的
中奖最高人！1月4日，南先生在妻子和儿子的陪同下，到内蒙
古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兑取大奖。

没坐上出租，但中了头奖！

“我本来是选了一张126元的复式票，买完后，我就出了彩
票网点准备打车走，这时候正好过来一辆出租车，我招手拦，那
辆车却没有停，我向后张望了一下，没有一辆空车，于是就又走
到彩票网点，机选了5注大乐透并进行了追加，就是这最后机选
的彩票，给我送上了1445万！真是怎么也想不到，没坐上出租
车，却中了大奖！”南先生说。

早点都没吃，火速回家核对彩票！

开奖当晚，南先生习惯性地上网查看了开奖号码，但并没
有拿出自己的彩票核对，“我脑子里当时都是我自己选的那组
号码，没有想到还有张机选票，看了当期开奖号码后，发现自己
选的那组号码没中，就关电脑睡觉了！”南先生告诉我们，第二
天，他起来出门吃早点，“我拿钱包的时候顺手掏出了前一天买

的彩票，发现那张机选票后，就看了一下，这一看不要紧，感觉
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因为我记得前一天的开奖号码，觉得自己
好像中了大奖，早点都顾不上吃了，就火速回家上网核对！”

这些天吃不好、睡不着！
南先生火急火燎地回到了家，碰到正准备出门的妻子，“我

正锁门准备出去，他一把把我推进家里，关上门后小声告诉我
说可能中奖了，然后就拉着我打开电脑兑奖！”陪南先生一同兑
奖的妻子告诉我们。

“我拿着手中的彩票和电脑上的开奖号码核对了六七遍，
确定自己中奖后，晚上没睡着，后来的几天里也是吃不好、睡不
着的，说实话，太激动、太亢奋了！”南先生说。

南先生的表现是非常真实的，在整个领奖的过程中，南先
生透露，是很紧张的，“拿着中奖彩票的感觉，和最后得到奖金
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拿着中奖彩票还是比较紧张，但领完奖金
后就有种踏实了、尘埃落定的感觉！”南先生说。在兑奖过程中
的颁奖留影环节，南先生和妻子都非常谨慎，尽管我们竭尽安
抚，并一再表示，为中奖彩民保守隐私是我们的职责和义务，我
们是绝对不会透露中奖彩民的个人信息，并会对照片进行处
理，但两人还是显得不放心，在照相结束后反复看了相片和我
们前几次的大奖报道后，才安心地领奖回家。 (乐日乐)

错过出租车却撞上大奖 内蒙古彩民领大乐透1445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