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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 国土绿化厚植美丽底色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郭建立
许金安)“前段时间，县上一天就来了一二
千人植树，场面很壮观。你看这满山的树
苗，用不到三五年，一定都会绿起来！俺
这里不比城里差，是真正的湖景房！”3 月
11 日，站在龙山公园山顶上，高小鸽满面
春风。顺着高小鸽手指的方向望去，梯田
上一排排松树、石榴树、南天竹等有了丝
丝绿意，与远处的万山湖融为一体，湖光
山色，春光明媚。
高小鸽是新安县石井镇集中安置区
龙山小区的住户。作为该县人数最多、规
模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住户达

340 余户 1080 余人。去年，该镇对附近
的 900 多亩荒山进行了改造美化，修通了
环湖公路，建成了龙山公园。今年春季，
该县又将龙山公园作为县直委局和机关
义务植树基地，进行持续提升。
近年来，新安县加快国土绿化提速提
质步伐，围绕 山区森林化、城镇园林化、
乡村林果化、廊道林荫化、庭院花园化的
目标持续发力，建设生态新安、美丽新安。
以实际行动扮靓母亲河，促进区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是新安国土绿化的重点。
该县“企业共建林”地处该县石寺坡，属沿
黄绿化工程，规划面积 1200 余亩，计划投

资 1800 余万元，是全省首家“碳汇林”项
目，由万基控股集团、香江万基铝业和中
联水泥三家企业共同实施。目前，三家企
业共栽植雪松、油松、银杏、皂角等树种
960 余亩 6 万余株，占目标任务的 80%，
预计 4 月底前可完成全部造林任务。
作为矿产资源大县，新安坚持矿山采
矿区和排渣场生态修复工作与资源开发
同步进行。去年，该县在全省率先实施了
矿山生态修复工程，在为期两个月的非煤
矿山生态修复专项治理行动中，治理矿坑
96 处 3000 亩，今年，该县又加大了治理
力度，目前，已治理 56 处 4500 亩。

生态文明关系到老百姓的幸福指
数。该县林业局的负责人介绍，今年该县
见缝插绿，应绿尽绿的规划建设不低于
10 个小游园，重点做好县城主要出入口
周边空闲地绿化美化，与涧河风光带、城
区绿化等协调一致，不留空隙。
据了解，
在今年国土绿化方面，
新安实
施了生态廊道、
“五河同治”
绿化、乡村绿化
美化、
特色经济林产业、
城区小游园、
城郊森
林建设等六大工程，
计划完成国土绿化8.2
万亩，目前已经完成 5.5 万亩，占全年目标
的 67%。到今年年底，新安森林覆盖率将
达到36.5%，
林地保有量将达到74万亩。

宁陵

加快国土绿化
建设生态家园
本报讯（记者李燕 通讯员宋涛）3
月 12 日，阳光明媚，春风和煦。在宁陵县
国有林场和庄分场，场长代学忠带领林
场职工和群众正在栽植榆树，并为已栽
植的红叶李、香花槐、元宝枫、杜仲等树
木浇水。
“ 我们和庄分场有 5000 多亩的
国有林地，按照县里的整体规划，主要栽
植景观树，与县葛天公园、大沙河两岸、
各分场的林带连成一片，打造一个自然
生态景观。”代学忠满眼充满憧憬高兴地
说，
“来年春暖花开，红花、紫花、黄花、白
花，各种花都会次第开放，到时，景都美
了！我们在这里干活也舒心、幸福!”
立春后，
宁陵县按照平原林网化、
城市
园林化、
乡村林果化、
廊道林荫化和庭园花
园化的要求，
抓住春季造林黄金季节，
组织
20多万人开展义务植树造林活动，
在全县
形成了全民搞绿化、全社会办林业的良好
氛围，
截至目前，
该县已投资1200余万元，
栽植树木 90 多万株，完成国土绿化造林
9390 亩，其中：廊道绿化 3990 亩，平原防
沙林2200亩，
特色经济林3200亩。
该县将郑徐高铁境内沿线、样板示范
带、国省道路和乡村绿化美化作为国土绿
化工作的重中之重，抢抓时间，克服困难，
高标准、高质量全力推进。建立长效的管
理机制，进一步理顺绿化管理体系，积极
推行“林长制”，加强绿化工程的后期管
理，
提高绿化效果，
提升绿化品位。
“我县是全国农村‘四好’公路县，为
了让我县的公路更靓，公路廊道内侧种
植黄杨球、海桐球、红叶石楠球等低矮彩
叶类、常绿类苗木，外侧栽植香花槐、栾
树等较大的乔木，对过村路段栽植红玉
兰，形成由近及远、色彩变化、高低错落
有致的景观带，创建‘一路一风景’
‘一线
一特色’的绿化样板路。”宁陵县交通运
输局负责人介绍说。

国网正阳县供电公司 唱好春季清
障“重头戏”
“这些小树苗现在看着不打紧，等长
高些肯定会危及线路，千万不能马虎！”
3 月 7 日，国网正阳县供电公司在全县
范围内展开树障排查清理专项工作，全
面清理线路通道内树障安全隐患，确保
将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着力唱好春
季清障“重头戏”。
随着春季气温渐渐回升转暖，树木
即将进入发芽抽枝阶段，特别是进入 3 月
份以来，正是植树造林的旺季，在线路通
道下方及电力设施附近违章植树的情况
时有发生，造成电网树线矛盾突出。针
对存在的问题，该公司精心组织，合理实
施，成立多支清障小分队，对所辖线路通
道进行全面检查、统计树障隐患，对影响
线路安全运行的树障危险点进行分析，
按照危险点的轻重缓急，制定树障清理
计划，并在道路通道容易滋生树障的地
段，设立电力警示标志牌，提醒村民不要
在电力线路附近植树。积极与当地政
府、村委会和林业部门等联系沟通，取得
支持与配合，形成合力，使清理工作在法
治的范围内得到有效的开展。
与此同时，工作人员还走村入户，大
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
《电力
设施保护条例》和进行树障清理的重要
意义，引导居民群众自觉维护好线路设
施，提高其护线意识，努力打造电网输电
线路的“安全通道”，全力构建和谐共管、
爱电护线的良好环境。
（李宏宇 陈建政）
管城区城东路街道办事处城北路社
区开展整治无主管楼院行动
为给广大居民营造一个更加整洁、
优美、文明的居住环境，近日，郑州市管
城区城东路街道办事处城北路社区开
展无主管楼院环境卫生整治行动，受到
居民一致好评。该社区将持续开展对无
主管楼院的整治行动，全面提升城市品
质和群众满意度。
（刘航）

3 月 12 日，
宝丰县周庄镇群众在南水北调干渠两岸植树造林绿化河堤廊道，
建设生态绿色走廊。王双正 摄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吴改红 吴伟伟
3 月 11 日，春光明媚，沿着汝州市小
屯镇范湾村向北，经过一条蜿蜒的水泥路
便到了绿意浓浓的三山寨上。
站在高处往下看，山坡上的 20 多万
株松柏吐露着嫩绿，让人眼前一亮。而在
满坡的松柏林中，腿脚有些不便的范湾村
党支部书记贾根玉正在林中一会儿低头
看看新栽树苗的长势，一会儿又转悠到另
外一片已长至十多厘米高的柏树林中用
手不时拍拍树干。
范湾村地处平煤神马集团朝川矿煤
矿 塌 陷 区 ，过 去 是 远 近 闻 名 的“ 煤 灰

村”。 2009 年春天，53 岁的贾根玉临危
受命，成了范湾村的党支部书记。 在他
的努力下，企业进村了，村民们可以在家
门口务工了，日子也渐渐富裕了。可抬头
瞅着眼前的荒坡依旧光秃秃的，贾根玉的
心里很不是滋味儿。
“总书记都说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
俺要让这三山寨也变成一座宝山。
”
贾根
玉说干就干，
他率先垫付了资金，
带领村干
部、
党员和群众数百人在村北的三山寨上义
务挖坑植树，
仅前期就投入资金100多万元，
栽种核桃树4万多棵、柏树21万棵。如今，
山上树木存活率达90%，
估值500多万元。
去冬今春，贾根玉又带领村民在三山

寨上新植了 1 万多棵松柏，在村委会后面
的西大坡上栽种了 100 多亩约 3.5 万棵柏
树。
荒山披绿，村里也在蜕变。自 2016
年以来，贾根玉带领村组干群开展廊道绿
化、绿色村庄创建、道路绿化、荒山育林等
一系列生态恢复工作，在村内外种植香椿
树、栾树、柳树 1.8 万多棵，在入村道路两
侧还种植了 300 多棵广玉兰。
面对未来，贾根玉满怀信心地说：
“种
树就是种幸福，只要我在范湾干一天，我
就要在生态绿化上下功夫，将范湾变成名
副其实的青山绿水，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笔
财富！”

大乐透19028期头奖空开
单期筹集公益金9541万元
3 月 13 日，体彩大乐透第 19028 期
开奖，前区开出号码“06、22、28、29、33”，
后区开出号码“02、07”。当期是新规则
上市后的第 10 期开奖，以 2.65 亿元的全
国发行量，为社会筹集彩票公益金 9541
万元。
当期头奖空开。二等奖中出 59 注，

单注奖金 114.6 万元。其中 20 注为追加
投注，每注多得奖金 91.6 万元。追加后，
二等奖单注总奖金为206.2万元。
当期，三等奖中出 156 注，单注奖金
为10000 元。四等奖中出306 注，单注奖
金为 3000 元。五等奖中出 10988 注，单
注奖金为 300 元。六等奖中出 11741 注，

单注奖金为 200 元。七等奖中出 36817
注 ，单 注 奖 金 为 100 元 。 八 等 奖 中 出
449865 注，单注奖金为 15 元。九等奖开
出5072324 注，单注奖金为5元。
奖池方面，当期开奖结束后，71.26
亿元滚存至 3 月 16 日（周六）开奖的第
19029 期。
（张慧慈）

竞彩周五强档：门兴状态低迷
周五005 尼斯VS图卢兹
比赛时间：2019-03-16 02:00
尼斯上轮客场 0 比 1 不敌德比对手
马赛、遭遇客场四连败，是役尼斯攻击端
表现不佳，全场仅 6 次射门且只有 1 次命
中门框范围内，但防守还算不错，后卫雅
莱因伤离场、本轮参赛不乐观；中场达尼
洛解禁，后卫小洛里斯、前锋勒比昂、加纳
戈和毛利达有伤，上述球员均为替补。图
卢兹上轮主场 1 比 0 力克副班长甘冈，结
束 6 轮不胜并进一步远离了降级区，前锋
萨诺戈进球，是役图卢兹长时间占据了人
数优势，在场面上亦占较大上风；主力中
场卡乌扎克结束停赛复出。
周五023 门兴VS弗赖堡
比赛时间：2019-03-16 03:30
门兴上轮在客场 1 比 0 小胜美因茨，
终结了连败走势，同时这也是他们近 5 轮
联赛首胜。施特罗布尔助攻阿维迪打进
唯一入球。特劳雷依旧在养伤，后防小将
杜库雷和麦尔伤缺基本没有影响。弗赖

堡上轮主场 2 比 1 力克柏林赫塔，取得主
场两连胜，彼得森首开纪录，而制胜入球
则是对方乌龙。不过他们也为这场 3 分
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边后卫库伯勒和中后
卫林哈特先后受伤下场，前者脚踝关节错
位将面临长时间缺阵；加上原有伤兵中卫
科赫和边锋萨莱都伤缺，四名主将受伤对
球队实力影响不小。
周五025 里尔VS摩纳哥
比赛时间：2019-03-16 03:45
里尔上轮客场 1 比 0 力克圣埃蒂安、
连续 9 轮不败，其中包括 7 场胜利，前锋
佩佩攻入个人赛季第 17 球，是役里尔在
场面上与对手不相伯仲，但防守表现较为
出色；替补后卫皮耶因伤参赛成疑。摩纳
哥上轮主场 1 比 1 战平波尔多、连续 6 轮
未尝败绩，但近 2 战全平，前锋法尔考进
球，比赛中摩纳哥占据了一定上风，但效
率偏低，此外运气也不太好；后卫格里克
解禁，法尔考和后卫巴迪亚席勒停赛，前
锋约维蒂奇、恩库杜、佩莱格里和姆博拉

漯河乡村提
“颜值”穿
“新衣”
◀上接第一版
进入召陵区召陵镇白庄村的公路
两边种了很多梨树，而群众的房前屋后
则种了很多软籽石榴，春可赏花，秋可食
果。去年，召陵区通过推进农户庭院美
化及“一宅多园”工作，在完成 4130 亩营
造林基础上，投入 200 万元，购买软籽石
榴、红叶石楠等树苗免费送村、送贫困
户，共栽植各类苗木 26100 株，既绿化
了庭院又增加了农民收入。
在漯河采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给
人印象深刻的是“全覆盖”。坑塘治理全
覆盖，去年治理大小坑塘 4000 余个，干
涸坑塘修砌绿化整理，有水坑塘进行垃
圾打捞，放置鱼苗，种植莲藕；乡村环卫
公司化运营全覆盖，目前，所有县区都通
过竞标，实现了公司化运营……
龙澄环保集团是来自深圳的一家
环保公司，有丰富的乡村环卫经验。这
家公司通过竞标，与召陵区政府签订了
城乡环卫一体化服务项目。区政府每
年拿出 2600 万元给龙澄环保集团，龙澄
环保集团负责正常管理运营。
“张师傅，咱们青年镇青年村那里
的地埋桶满了，麻烦你去一趟。”在微信
工作群里轻点发送，刘蒙蒙高效便捷地
完成了一项工作。
2 月 26 日，记者刚走进龙澄环保集
团的召陵区“城乡环卫一体化”指挥中
心，立即就被墙上巨大的显示屏所吸引。
“俺这全区的环卫运行体系都在这
面墙上，一个人就能监控过来！”正在后
勤调度的刘蒙蒙自豪地介绍道。
记者了解到，到目前，龙澄环保集团
已建成地埋垃圾收集站 55 座，投放垃圾
桶 1 万多个、电动三轮车 250 辆，配备垃
圾清扫、清运等车辆 72 辆。每台垃圾清
扫、清运车辆均安装GPS 定位仪，在大屏
幕前可监控管理车辆行驶、垃圾桶清空
等情况，
基本做到生活垃圾日产日清。

高大上的垃圾处理场

贾根玉 种树就是种幸福

有伤，后5人是替补。
周五026 皇家社会VS莱万特
比赛时间：2019-03-16 04:00
皇家社会上轮做客 2 比 5 负于塞维
利亚，8 轮不败后又遭遇两连败，前锋奥
亚尔萨巴尔梅开二度同时打入一记乌龙，
中场祖贝尔迪拉累积黄牌停赛，后卫萨尔
杜亚比赛中伤退，不过应该不会影响到周
末出场，门将莫亚、梅尔克兰斯伤愈，前锋
威廉·若泽、中场伊利亚拉门迪等人继续
养伤。莱万特上轮在德比战中输给了比
利亚雷亚尔，两个丢球分别出现在 93 和
96 分钟，联赛又遭遇 3 连败，近 7 个客场 1
胜 6 负，球队最近连续遭遇不利的 VAR
判罚，主教练帕科·洛佩斯对此非常不满，
中场杜库雷、后卫波斯蒂戈两人在养伤。
莱万特近 10 次对阵皇家社会 4 胜 5 平 1
负。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广大球迷及购彩
者：快乐购彩，理性投注，请注意控制购彩
金额。

3 综合新闻

乡村的垃圾有人扫、有人运，负责
清扫、清运的有人发工资，可那么多垃圾
怎么处理呢？临颍县给了我们一个答
案。
临颍县地处平原地区，土地资源宝
贵，垃圾处理问题一直令当地政府头

疼。实施乡村环境整治后，需处理垃圾
量更是大增。过去，就是将运来的各类
垃圾简单填埋，结果填埋场堆起一个高
达几十米的垃圾山，新产生的垃圾“无处
安放”。正是“无处安放”的垃圾逼出了
静脉产业园项目。
临颍县静脉产业园的主体就是一
个生活垃圾综合处理项目。这个项目
计划投资 2.63 亿元，覆盖全县 14 个乡
镇、364 个行政村，目前每天两个班组可
处理 600 吨生活垃圾。
“我们的生活垃圾当天就能处理完
毕。”项目副总经理周海鹏带着记者走到
全封闭处理间二楼，规模巨大的生产线
一眼望不到头：
“每天从各地运来的垃圾
集中到车间，先把废铁等资源和对刀片
有伤害的东西分拣出后，直接通过两个
生产线，经过破碎、滚筛、磁选、燃烧等系
列程序，变成可回收金属、塑料颗粒。废
渣经过二次腐熟变成有机肥，实现资源
再生利用。”
“垃圾直接填埋最大的问题是占用
土地、塑料无法降解污染环境。而经过
我们处理后的垃圾固体，体积减小了
85%，大大减少了填埋用地，对土地没有
污染。处理后的垃圾比直接掩埋节约 6
倍土地。”周海鹏自豪地说。
记者看到，这里的垃圾分拣、处理
基本上都由机器完成，需要人工很少。
整个车间自动化程度很高，给人高大上
的感觉。
除了垃圾处理、
“ 厕所革命”，漯河
各县区的乡村的生活污水处理、垃圾分
类工作也在深入推进。
如今的漯河乡村，条条宽阔干净的
柏油路通到村民家门口，街道上每隔几
十米就有两三个垃圾箱，坑塘沟渠再也
不见垃圾如山、污水横流。更可喜的是，
村美乡文明，乱扔垃圾的少了，麻将摊无
影无踪了，越来越多的人干活之外走进
了村里的文化活动中心、乡村文化怀旧
馆……
“下一步，我们将以农村人居环境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为载体，实施
‘十百万’创建活动，重点抓好农村生活
垃圾、污水治理，村容村貌整体提升等工
作，健全长效机制，巩固整治成果，为河
南出彩增添漯河浓彩。”吕娜说。

王太忠“挺起腰杆”奔富路
□本报记者 马丙宇 通讯员 禹琴
“不勤快，再好的政策也没用，政府
能帮我们脱贫已经很不错了，剩下的我
们要靠自己把日子越过越好。”这是原
阳县陡门乡徐庄村 86 岁的脱贫户王太
忠说的，也是王太忠一家用实际行动做
出来的。
2016 年，王太忠家被识别为贫困
户。王太忠家有 6 口人，两个孙子正在
上学，王太忠和妻子文化程度低、思想也
比较保守，没有发展的动力，儿子儿媳干
劲儿也不足，平时在家附近打打零工，生

计难以维持。被识别为贫困户以后，扶
贫干部与其共同分析致贫原因，寻找脱
贫措施，制定脱贫计划，帮助王太忠一家
找脱贫致富的门路。
如今，在扶贫干部的帮扶下，王太忠
家不仅享受到了该享的各项扶贫政策，
王太忠的女婿也已外出务工，女儿闲暇
时也到本村的水泥板厂工作了，一天能
挣 100 多元，大大提高了家里的收入。
能挣钱了，日子好了，王太忠一家人
的腰杆挺起来了，精神面貌也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一心奔着脱贫致富去。
2018年，
王太忠一家光荣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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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改电”
工程拉开帷幕

绿能嘉业助力蓝天保卫战
“打好蓝天保卫战，坚定不移地
开展减煤行动”是近年来政府工作的
重要内容。随着 2019 年“煤改电”工
程逐渐开始启动，各地政府、企业均
积极响应国家“加快清洁能源改造工
程”政策号召。
3 月 12 日，北京绿能嘉业新能源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能嘉业”)衡水
生产基地里热火朝天，工人们正在将
绿能嘉业石墨烯远红外取暖器（棚暖
板）搬放到货车上。在接下来的几天
里，这些石墨烯远红外取暖器将搭乘货
车，奔向衡水市的公用厕所，送去来自
绿能嘉业的“温暖与舒适”。据了解，这
批石墨烯远红外取暖器(棚暖板)是绿能
嘉业为“公厕革命”专门设计、研发的一
款节能采暖产品。该产品具有恒温可
调、寿命长、健康环保、节省空间等优
点，实现了冬季寒冷环境下公共设施的
取暖需求。截至 2018 年底，绿能嘉业
在北京市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河
北省衡水市，河南省周口市等地区完
成公厕采暖改造超过 500 座。
作为石墨烯快取暖行业领军品
牌，绿能嘉业一直注重产品的研发与

技术的提升，
拥有近百项石墨烯快取暖
行业核心技术专利。早在几年前，
绿能
嘉业率先突破了石墨烯材料的应用瓶
颈，在河北省衡水市枣强县建立了 5 个
品类超过 3 万平方米的生产基地，实现
了石墨烯的产品化规模化。在品质检测
上，绿能嘉业狠抓产品质量关，严格贯
彻执行 ISO9001 质量标准及国家、行
业标准，
确保产品零缺陷、零投诉。
靠着过硬的产品质量和最新的石
墨烯快取暖技术，绿能嘉业先后参与
了河北省沧州市、石家庄市、衡水市、
邯郸市，北京市顺义区、延庆区，河南
省安阳市，山西省长治市、运城市、晋城
市，陕西省西安市、宝鸡市，甘肃省兰州
市、武威市、临夏市的煤改电工程，为 4
万多户家庭送去了温暖，
并在2018年被
评为
“中国电供暖行业领军企业”
。因为
产品质量佳，
运行效果好等原因，
绿能嘉
业还多次登上央视、北京卫视等电视
台。 2019年绿能嘉业将继续以提升生
活质量、
改善自然环境为己任，
不断在石
墨烯快取暖行业积极探索，助力蓝天保
卫战，服务于社会，实现“用石墨烯温暖
千家万户”
的企业使命。
（杨媛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