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我第四季度的党费，请组织收下！”1月2日，渑池县环境保护局职工李年丰将123元党费交到该局党总支书记孙伟统手中。

李年丰是渑池县环境保护局一名普通党员，去年春节前感到身体不适，经多家医院检查病情严重，先后花去医疗费用20余万元。

去年3月，该局党组动员全局党员干部向李年丰捐款32900元。去年10月至12月，李年丰因外出就医错过了党费缴纳日活动，但他

把缴纳党费时刻挂在心上，元旦过后上班第一天，他带着病痛、冒着严寒来到单位及时向党组织补缴了党费，履行了一名共产党员应尽

的义务。董先锋王朝晖摄

一份特殊的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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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2017年12月生态补偿结果出炉

鹤壁市得补金额最多

“治水书记”算细账 村子披上绿衣裳
听说新来的扶贫第一书记要治理村

头荒废多年的臭水沟和几个垃圾塘，东

张村的村民们在闲谈中掩饰不住失落。

“还以为要给咱村上啥大项目呢！”“就那

臭水沟、烂泥塘有啥好整的？净是瞎花

钱！”“咱这儿再整还能整出花儿来？”东

张村是濮阳市范县王楼镇的一个小村，

有贫困人口31人。没有资源也没有工

业，是典型的传统农业种植村。

很多村民甚至村干部都认为整治河

塘是瞎折腾，省水利厅驻村第一书记完杰

军在村民大会上讲话动员却效果不大，他

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为说服村民们支持

河塘整治工程，完杰军一家一家去做工

作，一笔一笔给大家“算账”。“环境好了，

不得病了还能增加收入。”每到一家，完杰

军都会耐心讲解扶贫政策，解释治理河塘

的必要性。针对村民的各种疑问也都一

一耐心解答。终于，完杰军打动了众人，

大家决定跟着第一书记“折腾”一回。

“不光咱们这个村，周边10个村有条

件的河塘这次都要一起整治。咱们东张

村要大变样了！”完杰军介绍说，省水利

厅投资2400万元开发东张村及周边10

个村的农村河塘整治项目，把多年废弃

的河塘进行集中连片打造，不仅加大了

水利设施建设还积极打造水系景观带。

让东张村村民们没想到的是，河塘一治

理，家乡还真就换了模样。

如今，走进东张村，整齐洁白的院

落、宽敞干净的街道、品目繁多的苗木，

一个富有水韵灵感的“水美乡村”已具雏

形。为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

东张村制定了稻鸭共作、人参种植、乡村

旅游三大产业规划，加大村庄基础设施

建设和环境整治工作力度，积极打造荷

花飘香、垂柳成荫、农耕风情的特色村

庄。目前，村里配套建设了幼儿园、幸福

院、农家院、超市等便民配套设施，全村

每家每户都安装了天然气，村内污水管

网、雨污分离设施基本完成，村民们过上

了绿色环保的新生活。（董一鸣）

位于我省东南部的新蔡县，具有三

面环水的独特优势。2017年以来，新蔡

县以实施“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和“六城

联创”为契机，打造水系联通项目，生态

水城魅力显现。

据了解，新蔡县水系联通项目总投

资26.9亿元，于2017年2月3日开工建

设，总工期2年。项目位于新蔡县城区，

以一环一库五湖四带为整体格局，打造

生态水景观。

其中，一库指以生态休闲为目的的

东湖水库；五湖指新建的西湖公园、南湖

公园和提升月亮湾湖公园、东湖公园、北

湖公园，在县城区形成东西南北中五湖

格局；四带指沿小洪河生态湿地户外休

闲景观带、沿黍河都市文化景观带、今是

大道引水渠景观带、西外环截洪沟绿化景

观带。划分为都市形象、餐饮娱乐、城市

风貌、都市花园、红色文化、城市绿肺、生

态休闲、休闲健身、科普教育、休闲度假、

生态湿地、生态绿廊等十二个功能分区。

项目建成后，将全面提高县城的防

洪除涝标准，达到中等城市50年一遇的

防洪标准。可为水系沿岸农田灌溉提供

水源保障和县城区提供水资源储备，实

现了水生态及水环境黑臭水体治理。

工程项目采取PPP模式，由河南省

水利投资集团作为社会资本方负责投

资、建设和运营。通过精心组织、科学管

理，文明施工，努力把新蔡打造成为“宜

居、宜业、宜憩、宜游”的知名水生态城

市，实现城在水中，城在园中，城在林中

的大美新蔡梦。（乐乐杨其格）

近日，太康县环保局局党组组织全体

帮扶队员冒着大雪分别到转楼乡路口行

政村、清集镇二郎庙行政村进行“大走访、

大宣传、大慰问、大帮扶”，开展政策、责

任、工作“三落实”活动，为贫困户送去温

暖。

1月4日，帮扶队员来到各自联系的

贫困户家中，细致讲解扶贫政策，讲解家

庭环境的重要性，力争把精准资助“一个

不漏”、控辍保学“一个不失”、条件改善

“一所不差”、职业培训“一个不少”等扶贫

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让被帮扶贫困户感

受到环保局全心全意开展帮扶工作的真

情实意。同时，帮扶队员主动对村内主要

干道垃圾和积雪进行了清扫，到贫困户家

中帮助其清理院落垃圾和积雪，营造干净

舒雅的生活环境，引导群众养成良好的卫

生习惯。此次活动进一步了解了贫困户

的生活环境和需求，提升驻村帮扶满意

度，真正把党的关怀带给了困难群众。（王
洪波张卫民）

在临颍县城关镇西街大队附近黄龙

渠段，水清岸绿，游人如织。“黄龙渠横穿

整个临颍县城，从污水横流、臭味扑鼻到

岸绿景美的休闲胜地。”临颍县城关镇樱

桃郭村干部郭国成说，现在沿岸群众环

保意识普遍增强，“黄龙渠这两三年的治

理非常得人心，成了老年人、年轻人茶余

饭后健身散步的休闲之地。”

临颍地处平原，是一个缺水之城。

只有打通水系，才能让城市活起来。黄

龙渠治理是“水城临颍”工程建设的一部

分，临颍县投入巨资通过一系列的措施，

充分利用城市中水资源，将处理后的中

水重新注入城内景观河道。同时，依托

当地17条河流和一片湿地，通过疏通、

清理现有河道，新挖南北纵渠、沿河绿化

等方法，形成了“河湖相连、碧水绕城”的

“水城临颍”，又将河渠两岸打造成为居

民漫步休闲的生态长廊，实现了“河水穿

城过，人在画中游”。（李乐乐）

近年来，孟津县以绿色发展理念为

引领，以提升环境质量为目标持续开展

生态创建，助力农村环保设施建设和镇

村环境改善。自2014年获省级生态县

命名后，至目前，全县10镇全部成功创

建省级生态镇，生态建设工作和创建成

果均走在全市前列。

该县县委、县政府把生态文明建设

纳入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来抓，将生态环

境改善作为“未来工程”“幸福工程”统筹

安排、推进，定期听取汇报，强化组织领

导、明确工作目标、建立工作机制，推动

生态建设工作扎实开展。落实全市“9+

2”工作布局，实施8个专项、32个方面

重点任务、57个重大项目，精准施策，科

学治污，进一步增强城乡生态系统功能，

有效控制主要污染物排放，大力改善生

态环境质量，提高全县资源环境承载

力。坚持为民创建的发展理念，将生态

建设作为补短板、破难题、惠民生的有力

抓手，强力推进废水废气治理、垃圾处

理、供热供气等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目

前，全县共建设镇级污水处理厂10个，

所有镇及集聚区污水实现全覆盖收集；

供热供气区域不断扩大，城乡面貌极大

改观，涌现出了一批生态建设、环境改善

特色村、亮点村。通过创建，镇村规划更

加科学，村容村貌更加整洁，村民环保意

识明显提高，促进了农村特色种植业和

旅游业的发展。（孟津县环保局赵蕊蕊）

太康县环保局

风雪扶贫帮扶路
殷殷关爱暖民心

临颍县

打通水系 城市灵动

新安县

百余辆新能源公交
上岗保卫蓝天

为响应洛阳市环境攻坚办发出的“绿

色出行，减少机动车尾气污染”倡议，新安

县本月底将最后的第6路23辆柴油公交

车停运封存报废，换上了纯电动公交车。

至目前，新安县原有的107辆燃油公交已

全部下岗，6条线路公交车已全换上了崭

新的新能源电动车，实现了全县公交车废

气零排放目标。

新安县这107辆新能源电动车的投

运不仅实现了节能减排，而且每车每年至

少能减少碳排放3300千克。107辆燃油

公交车的更换，每年既减少废气排放353

吨以上又降低了成本，快充1.5个小时就

可行驶160公里，每公里行驶比燃油车降

低成本一半以上。（王胜利）

长垣县

搭建智慧环保平台

长垣县积极探索“互联网+环保”新路

径，建立智慧环保平台，将线上监控与线

下网格化监管体系有机融合，管理人员在

指挥中心便可以对重点环保问题进行现

场调度，大大提高了环境监管能力和执法

效率。

长垣县搭建的智慧环保平台以“大数

据”为支撑，实现智能监控系统建设全覆

盖, 彻底转变了以往“人海战术”执法监

管模式。将辖区所有污染源纳入智慧环

保平台，充分发挥平台的在线监测、在线

监督等功能，对重点企业、建筑工地、道路

扬尘实时监测，并通过智慧环保平台和专

业团队的分析研判，制订处置方案，推进

科学治气，实现了对全县环境质量及污染

源排放情况的实时监测、动态分析、不间

断管控。（蒋可金）

新蔡县 生态水城魅力显现

去年，栾川县始终以生态文明建设

为方向，以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创

建为抓手，着力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

战，持续提升环境空气质量。

栾川县始终坚持“栾川标准”，打好

大气污染防治攻坚“组合拳”。 去年1

月1日至12月31日，栾川县城环境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达329天，达标率90.1%，

前年同期321天，达标率87.7%，同比提

升2.44%，优良天数增加8天。PM10平

均浓度 70，去年同期 78，同比下降

10.26%；PM2.5平均浓度40，去年同期

46，同比下降13.04%（浓度单位：微克每

立方米）。两项指标均有较大幅度的下

降，环境空气质量进一步提升，实现“两

降一增”目标。（栾川县攻坚办谢佳帅）

栾川县

去年收获329个优良天数

2017年，在正阳县人民共同努力和

区域空气质量同步改善的情况下，全年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是269天，完成

211天的市定目标任务，比上年增加38

天，增加了16%，位列全市第3名；PM10

年均浓度为94微克/立方米，完成100

微克/平方米的市定目标任务，比上年降

低17微克，降低了15%，位列全市第6

名；PM2.5年均浓度为56微克/立方米，

完成61微克/平方米的市定目标任务，

比上年降低12微克，降低了18%，位列

全市第4名。

2017年，正阳县环境空气质量综合

排名全市第3名，不仅完成了市政府年初

定的优良天数、PM10、PM2.5的目标任

务，同时也完成了空气质量的“两降一升”

的目标（PM10、PM2.5比上年同期要降

低，优良天数率比去年同期上升）。（刘俊）

正阳县

实现环境空气质量“两降一升”

环境监督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的生活水
平有了极大提高，但是各方面的污染
也随之而来，严重影响了人们生活质
量。因此，低碳、环保越来越引起人们
的重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爱护我们
自己。绿色发展，首先要注重解决人
与自然和谐问题。而推进绿色发展，
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走绿
色、低碳循环发展之路，推动形成绿色
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从今年起本报的《绿色中原》版进
一步改版为《生态中原》，其内容更充
实，涵括环保、农业、林业、水利等方
面。应广大读者需求，本版特开设热
点聚焦、生态农业、环保卫士、水利风
采、美丽家园等栏目，将以“聚焦生态
热点展示大美中原”为主旋律，刊发省
辖市、县（市、区）、乡（镇）在农、林、水
利、环保等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方面
的新思路、新做法、新模式，从而展示
我省近年来生态建设成就，提高公众
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共建美丽家
园。敬请读者关注与互动，同时提出
您的宝贵建议。

栏目设置如下:
热点聚焦：深入挖掘并推广有关

农、林、水、环保等方面有创新的新思
路、新做法、新模式。

生态农业：发布新型的农业知识
与技能，按照生态学原理，应用现代的
科学技术进行经营。既要丰产丰收又
要维持生态平衡，保护生态环境。

各地动态：发布省辖市、县（市、
区）、乡（镇）在农、林、水利、环保等方
面动态及信息。

水利风采：推广我省水资源质量、
开发利用、水生态环境等水利方面好的
做法和方法，展示其取得的成果及荣誉。

环保卫士：刊发在环境保护方面
做出贡献的典型人物事迹。

互动交流：推广各地保护生态环
境的经验，读者可针对本版内容进行
互动交流。

美丽家园：根据当地自然生态环
境，运用生态学和其他科学技术建设
美好家园。

现场监察（环境“红黑榜”）：多角
度曝光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违法行为，
同时也树立在治污、环保方面表现突
出的典型。

环保小贴士：刊发一些生活中的
环保技巧，环保节能小习惯、小方法。
比如降低功耗、减少污染、绿色出行等。

投稿电子邮箱：hnrbhxy@126.
com

电话：0371-65795717地方快讯

水利风采

绿色创建

稿约

1月11日，记者从省环保厅了解到，

2017年12月，全省共支偿城市环境空气

质量生态补偿金 2101.2 万元，得补

1774.4万元;共支偿水环境质量生态补偿

金576万元，得补486万元。其中，综合

大气和水两项生态补偿，支偿金额最多的

是安阳市390万元;得补金额最多的是鹤

壁市295.5万元。

空气质量补偿情况

根据我省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考核目

标3项因子——PM10、PM2.5浓度和优

良天数计算，12月份：18个省辖市中有8

个市在全省省辖市平均值以下，需进行生

态支偿，支偿金额由高到低依次是：安阳

480万元、周口370万元、南阳350万元、

濮阳315万元、漯河275万元、商丘80万

元、信阳25.5万元、驻马店0.5万元;其中，

因PM10平均浓度超标支偿金额前3位

依次为：漯河180万元、周口180万元、南

阳150万元、安阳140万元;因PM2.5平

均浓度超标支偿金额前3位依次为：安阳

300万元、濮阳230万元、周口150万元;

因优良天数不达标支偿金额前3位依次

为：南阳80万元、濮阳60万元、安阳40万

元、商丘40万元、周口40万元。有10个

省辖市获得得补金额，由高到低依次是：

洛阳271.5 万元、济源264.5 万元、鹤壁

235.5万元、三门峡199.5万元、新乡161.5

万元、焦作147.5万元、平顶山112万元、

许昌94.5万元、郑州46万元、开封25万

元。

10个省直管县(市)中，有5个县(市)

在全省直管县平均值以下，支偿金额由高

到低依次是：长垣75万元、永城44万元、

滑县38万元、新蔡县32万元、邓州16.2

万元;5个县(市)获得得补金额，由高到低

依次是：汝州94.2万元、鹿邑59.4万元、

固始县51.1万元、巩义8.9万元、兰考3.3

万元。

水环境质量补偿情况

我省水环境质量生态补偿包括地表

水考核断面、饮用水水源地、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河南段和水环境风险防范的生态

补偿。去年12月，依据18个省辖市和10

个省直管县(市)水环境质量目标任务完成

情况，18个省辖市中，共有3个市进行生

态支偿，金额由高到低依次是：信阳280

万元、郑州160万元、漯河90万元;进行

生态得补的共有9个市，金额由高到低顺

序依次是：安阳90万元、三门峡90万元、

驻马店90万元、鹤壁60万元、周口50万

元、开封30万元、平顶山30万元、新乡30

万元、濮阳10万元。

10个省直管县(市)中，有4个县(市)

进行了生态支偿，金额由高到低依次是：

汝州12万元、永城市9万元、长垣4万

元、滑县1万元;有4个县(市)获得了生态

得补，金额由高到低依次是：鹿邑3万

元、巩义1万元、兰考1万元、新蔡1万

元。

□本报记者韩新愚

孟津县

生态创建助力农村环境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