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制图/王昺南 刘红涛

168个

2839支

74.8%

3310万亩

全省有森林防火任务的省辖市和重点县（市、区），
均设立了独立的森林防火行政管理机构，省市县
三级防火指挥部及其办公室达到168个

我省积极协调，强力推进森林消防队伍建设，组建
起专业、半专业森林消防队81支、义务扑火突击队
2839支

去年 11月至今年 2月底，全省共发生森林火险 29
起，比去年同期下降了74.8%

2008年以来全省共完成造林3310万亩、森林抚育
改造1217万亩，森林覆盖率达22.98%，森林蓄积量
1.4亿立方米

□本报记者 杜 君

一个烟头，一根火柴，或是偶
尔一道闪电，就可能让拥有巨大破
坏力的森林火灾，顷刻间把滔滔林
海付之一炬。

生态环保贵在行动，成在坚
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
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我
省用严明的法责密织森林防火网，用
规范的体制筑牢绿色防火墙，凝聚全
社会参与防火护林的热情，创造了连
年无重大森林火灾和人员伤亡事故
的赫赫战果。林茂粮丰，中原正全力
续写美丽河南新篇章。

法严责明 密织森林防火网

我省过渡性的气候特点、复杂
多样的地形地貌孕育了丰富的森
林资源。“随着环境与发展矛盾日
益突出，森林资源保护和严防森林
火灾形势越发严峻。”省政府护林
防护指挥部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说。

事将为，其赏罚之数必先明
之。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在抓好
造林绿化工作的同时，高度重视森
林防火，坚持省、市、县、乡全部由
政府签订森林防火目标管理责任
书，每年进行一次目标考核，严格
奖惩，行政首长责任制和责任追
究制得到有效落实。同时，经营
单位和个人签订《森林防火责任
书》，对辖区内的林农、承包大户逐
一登记造册，将防火责任落实到

人头、地块。
森林资源长久安全，少不了法

制护航。经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我
省首部森林防火的地方性法规《河
南省森林防火条例》2012年 1月 1
日正式施行。

同时，全省《森林火灾应急预
案》明确了县乡各成员单位的森林
防火职责，《河南省森林防火责任
追究办法》将防火失职一追到底，
重点乡镇相继出台了森林防火责
任奖惩办法，不少村民委员会制定

了乡规民约……

兵强马壮 筑牢绿色防火墙

林火无情，制胜的关键离不开
运筹帷幄的军帐之帅、身怀绝技的
作战之兵。

建 立 健 全 防 火 指 挥 机 制 。
1987年东北大兴安岭发生特大森
林火灾后，我省当年就成立了省人
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由副省长
任指挥长。参照省政府模式，省辖

市、县也相继成立了护林防火指挥
部。截至目前，全省有森林防火任
务的省辖市和重点县（市、区），均
设立了独立的森林防火行政管理
机构，省市县三级防火指挥部及其
办公室达到168个。

在没有森林武警部队的情况
下，我省积极协调，强力推进森林
消防队伍建设，组建起专业、半专
业森林消防队 81支、义务扑火突
击队 2839支，实现了森林火灾的

“打早、打小、打了”；成立了省森林

航空消防站，推广空中灭火先进
技术，较完备的森林航空消防体
系逐渐形成。

天上有国家林火监测卫星、
省气象遥感监测卫星、省航空飞
机监测巡护，地上有瞭望台、巡山
队员监视，全省森林火情基本做
到“早发现、早报告、早扑灭”。去
年 11 月至今年 2 月底，全省共发
生森林火险 29起，比去年同期下
降了 74.8%。

林茂粮丰 中国粮仓绿更浓

依托全省合力，密织的防火网、
牢固的防火墙令我省森林火灾受害
率多年控制在1‰以下的国家目标。

省委、省政府审时度势，先后
提出林业生态省建设、林业生态省
建设提升工程战略目标，持续推进
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山区营造
林等重点林业生态工程。

核查显示，2008年以来全省共
完成造林3310万亩、森林抚育改造
1217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22.98%，
森林蓄积量1.4亿立方米。

不只是鸟语花香，浓浓的绿还
助力中国粮仓更丰盈。围绕高标准
良田“百千万”工程建设，全省平原
地区形成了网、带、点、片相结合的
综合防护林体系，农田林网、农林间
作面积8500万亩，农田林网控制率
达 90%，有效抑制了干热风等自然
灾害的危害，为我省粮食持续增产
竖起坚实的生态屏障。③11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
——全省森林防火工作扫描

本报讯 （记者杜 君）3月 19
日，省林业厅传来消息，全省有
74647.7公顷土地石漠化，93102.2
公顷土地潜在石漠化，严重制约
着当地区域经济发展，危及国土
生态安全。

石漠化是指在热带、亚热带
湿润、半湿润气候条件和岩溶特
征突出的自然背景下，受人为活动
干扰，使植被遭受破坏，导致土壤
严重流失，被风化的岩石大面积裸
露或砾石堆积的土地退化现象，也
是岩溶地区土地退化的极端形式。

“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土地资源

的丧失、人畜饮水困难，形成恶性
循环。”专家表示，石漠化已成为我
国极为严重的生态问题之一。

《河南省岩溶地区石漠化监测
成果》显示，我省的岩溶区主要涉及
南阳市的9个县和省直管县（市）邓
州市，属全国石漠化较严重地区。
其中淅川县石漠化面积最大，为
34881.5公顷，潜在的石漠化面积
还有48979.1公顷。

资料显示，仅淅川县水土流
失面积达 12 万公顷。同时也损
失了大量的氮、磷、钾营养元素，
造成了土层更加贫瘠，当地粮食

产量急剧减少。
长期以来，由于岩溶地区人

均耕地不足，群众为了生活，不得
不过度樵采、滥用资源，人地矛
盾、人水矛盾不断加剧，严重制约
了当地经济社会与生态的可持续
发展。据了解，目前，水源区尚有
15 个贫困乡镇、80 个贫困村、6.5
万贫困人口，其中 4.3万人连基本
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

“开展石漠化监测，是掌握石
漠化现状和变化情况、评价石漠化
防治效果的重要手段。”省林业厅
造林绿化管理处有关负责人表示。

根据中央领导批示和国家林
业局的要求，我省去年启动了第一
次石漠化监测工作。监测范围为
南阳市的南召县、方城县、西峡县、
镇平县、内乡县、淅川县、桐柏县、唐
河县、社旗县和省直管县（市）邓州
市共10个县（市），涉及79个乡（镇、
林场、街道办事处）580个行政村。

该项目由省林业调查规划院
承担，采用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
统和全球定位系统的“3S”技术和
地面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于
今年 1 月基本完成，建立起河南
省石漠化土地数据库。前不久，

监测成果通过国家林业局石漠化
监测中心检查验收。

监测结果显示，全省岩溶土
地面积 267769.6 公顷，其中石漠
化土地 74647.7公顷，潜在石漠化
土地 93102.2公顷，非石漠化面积
100019.7公顷，分别占岩溶土地面
积的 27.88%、34.77%和 37.35%。

参与监测成果审定的中国工
程院院士尹伟伦教授表示，该监测
结果为河南省丹江口库区及南水
北调主干渠两岸生态环境的改善
提供了科学依据，有利于加快生态
环境的改善，实施生态富民。③10

《河南省岩溶地区石漠化监测成果》通过专家审定

石漠化监测“护航”中原绿水青山

本报讯 （记者杜 君）3 月 21
日是“世界森林日”，昨日，记者从
省林业厅了解到，林业生态省提
升工程实施两年来，我省共完成
营造林 1217万亩。据调查测算，
全省森林面积已达 5756万亩，森
林覆盖率达 22.98%，国土生态安
全体系不断提升。

根据林业生态省提升工程规

划，两年来，在持续推进国家林业
重点工程同时，我省重点实施了生
态廊道网络建设工程、“百千万”农
田防护林工程、城镇社区绿化美化
工程和山区生态体系建设等省级
林业生态工程，共完成营造林总面
积 1217 万亩，其中工程造林 764
万亩、森林抚育和改造 453万亩，
分别为计划的 104.8%、104.62%。

在农田防护林建设中，各地
坚持与高标准粮田“百千万”工程
建设相结合，因害设防、因地制
宜，优化树种结构，全省农田林
网、农林间作控制面积达 8500万
亩，控制率达 90%，较完善的农田
防护林体系为全省粮食持续稳产
增产构筑了坚实的生态屏障。

按照我省制定的高速公路廊道

绿化改造提升标准，各地普遍采取
反租承包等方式，统筹林业、水利、
农业开发等农口项目资金向高速公
路廊道绿化倾斜。据统计，两年来，
生态廊道网络建设工程和“百千万”
农田防护林工程完成造林94万亩。

与此同时，绿色富民产业体
系建设也得到快速发展。两年来，
全省共完成主要造林树种大田育

苗 42万亩，总产苗量 27.9亿株，其
中容器苗 1.9 亿株，实现自给有
余。全省新发展花卉苗木 33.72
万亩、经济林面积近 60万亩。生
态富民令农民加入林业专业合作
社热情高涨，两年全省新增林业农
民专业合作社 1800多家，入社社
员总计超过 28万户，林业产业年
总产值达 1409亿元。③12

关注“3·21世界森林日”

我省国土生态安全体系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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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赵振杰）3 月 19
日，记者从第九届中国（河南）国际
投资贸易洽谈会组委会工作会上获
悉，本届投洽会已提前筛选 3000个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项目，在
河南省投资促进网和省商务厅网站
对外发布。工作会还透露，今年投
洽会签约项目将严把质量关、签约
要以实为主，意向类项目、不符合产
业政策项目、前期工作不成熟项目，
一律不上会签约。

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
会是我省唯一的国家级、国际性经

贸活动，已经成功举办八届，成为我
省对内对外开放、承接产业转移的
重要平台。从今年起，投洽会将正
式由两年举办一届改为一年一届。

会议透露，目前投洽会各项工
作均已在紧张筹备中。目前已确定
参会重要商协会 36家，重要团组超
过 60 家；投洽会十大专项活动方
面，各承办单位均已制订了活动实
施方案草案，目前正在细化审核；另
外，投洽会网站已上线运行。

副省长赵建才出席会议并讲
话。③12

本报讯 （记者赵振杰）3 月 19
日，第九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
易洽谈会组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
会议透露，本届投洽会将于 4 月 20
日至 23 日在郑州与乙未年黄帝故
里拜祖大典同期举行。

“我省投洽会是与厦洽会、西洽
会、渝洽会并列为国务院批准的国内
四大投资贸易洽谈会，是我省唯一的
国家级、国际性经贸活动。”投洽会组
委会办公室主任、省商务厅厅长焦锦
淼表示，本届投洽会由省人民政府、
中国贸促会、中国对外友协共同主办。

记者了解到，本届投洽会主题为

“新常态、新机遇、新动力”，主会场设
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大会预计规模
将由去年的 5000人增加到 3万人左
右，拟举办世界新兴产业发展主题论
坛、电子商务发展高层论坛暨项目洽
谈对接活动等 10个专项活动、展示
展览及对接洽谈活动。

据焦锦淼介绍，我省已邀请苹
果、微软、谷歌、阿里巴巴等国际国内
知名企业负责人前来参会，还将重点
邀请包括《财富》《福布斯》世界500强
企业、全球行业 100强企业和知名跨
国公司企业高管到会，参会客商将达
到2万人，创历届之最。③10

第九届投洽会
发布3000个招商项目

第九届投洽会邀商紧盯“500强”
规模将创历届之最

本报讯 （记者温小娟）3 月 19
日下午，2015年全省消防工作电视
电话会议在郑州召开。副省长王小
洪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通报说，2014年我省共发
生火灾 23340 起，死亡 84 人、受伤
96 人、直接财产损失 2.15 亿元，火
灾总量高位运行。去年全省消防部
队共接警出动 5.98万起，出动警力
65.8 万 人 次 ，抢 救 遇 险 群 众 9552
人，保护财产价值 12.1亿元。为消
除火灾隐患，我省持续开展“清剿火
患”战役、重大火灾隐患集中整治、
人员密集场所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等

消防专项行动集中治理，督促整改
隐患 186 万处，彻底整改重大火灾
隐患 709家。

王小洪在会上强调，扎实做好
全省消防工作，要以依法治理为纲，
加快推进法治消防建设，各级各部
门权责要明晰、履职须有为、失职必
问责。要以基层基础为重，要做强
公共消防措施、做大社会消防力量、
做实网格化消防管理、做专综合应
急救援，持续提升抗御火灾能力。
同时，以预防大火为要，抓源头、抓
整治、抓宣传、抓主体，切实筑牢消
防安全防线。③10

2015年全省消防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在郑召开

3 月 19 日，在柘城县千树园里踏青赏花的市民络绎不绝。该县先后
投资 4.7亿元绿化造林，在县城一片废墟地上建起了千树园。如今，这里
已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好去处。⑤4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

本报讯 （记者惠婷 通讯员 贾真
真）根据省委 2015年第一轮巡视工作安
排，截至 3月 19日下午 6时，省委 10个巡
视组已进驻 20 家省管国有骨干企业开
展专项巡视。

本轮专项巡视采取“一托二”的方
式，一个巡视组同时对两家企业开展专
项巡视，时间两个月左右。

据了解，这次专项巡视的主要任务
是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个
中心，围绕“四个着力”方面的重点专项
问题开展监督检查。一是查找企业问
题，突出专项重点。巡视组将紧盯重点
人、重点事和重点问题。重点人就是，十
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
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
还要提拔使用的党员干部。重点事就是

“四资一项目”，资金管理、资产处置、资
源配置、资本运作和工程项目等方面反
映突出的具体事项。重点问题就是国有
企业“三重一大”方面的违规违纪和权力
腐败问题。同时，突出对落实“两个责
任”、执行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情况的监
督检查。二是结合企业实际，抓住专项
特点。巡视组将坚持实事求是，深入分
析企业历史文化特点、行业特点和共性
问题特点，不求面面俱到，以点带面，内
容更聚焦，窥一斑、见全豹。三是坚持问

题导向，剑指问题倒逼改革。巡视中，将
着力发现企业、行业、领域的腐败易发多
发风险点。从党的建设、体制机制、监督
管理上查漏洞，深入分析原因，寻找弊端
根源，看哪些是制度缺失，哪些是制度执
行不力造成的，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建
议，细化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
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支撑，为全面深化
改革提供参考。

巡视期间，巡视组将按照党章和巡
视工作条例有关规定，通过与被巡视党
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和干部群众个别谈
话，受理反映与巡视有关的来信来电来
访，对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情况
进行抽查核实，根据需要“下沉一级”了
解情况，调阅、复制有关文件资料等方式
开展工作，重点收集掌握被巡视企业党
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
人在党风廉政建设、政治纪律、作风建设
和选人用人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对干部
群众反映的重点专项问题和重要问题线
索进行深入了解。

巡视期间，各巡视组均开通专门值
班电话、邮政信箱、电子邮箱、接收短信
息手机，并在被巡视企业办公点设立巡
视组联系信箱。巡视组受理信访举报的
时间为工作日早 8点至晚 6点，巡视结束
后上述举报反映方式将自行关闭。③12

省委 10个巡视组进驻 20家省管国有骨干企业开展专项巡视

（上接第一版）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国
有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出让制度。
加强公共资源交易市场监管，尽快
研究制定出台我省公共资源交易市
场监管办法，对全省公共资源交易
实施统一管理和综合监督。四要改
进和加强国有企业监管。完善监管
体系，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
开，构建全方位监管体制。健全监
管制度，落实和建立集体决策制度、
重大投资管理制度、企业经营业绩
考核体系、国有资产经营责任、经济
损失责任追究制度，加快推进国企
领导人员薪酬制度改革。创新监管
方式，加快推进分类监管，强化对企
业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
人员、岗位和领域的监管，探索推进
企业财务预决算等重大信息公开防
止国有资产流失。五要驰而不息改
进政风。一方面，要敢于担当、勤政
为民。另一方面，要搞好“四风”整改
清账。继续发扬钉钉子精神，紧盯研
判“四风”新形式、新动向，不松手、不
降温，抓出习惯、抓出长效，持续推进
政风转变。六要强化依法治腐。依
法完善权责体系，全面推进政府权力
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定工作，明确权力
运行边界和流程，确保做到法定职责
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要健全依
法决策机制，建立重大行政决策终身
责任追究及责任倒查机制。要全面
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惩治执法违法
行为和执法腐败现象。要做好“红
头文件”清理工作，坚决将制定程序
不规范、实体内容违法违规或失去
效用的各种“红头文件”清理到位，

公示公开，接受监督。
谢伏瞻要求，各级政府及政府

各部门要按照中央和省委关于反腐
倡廉建设的总体要求，加强领导，强
化责任担当，切实抓好政府系统廉政
建设工作落实，务求取得新成效。要
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各级政府和各部
门党组（党委）班子要切实履行“一岗
双责”，主要负责人要严格履行党风
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班子其他
成员要对职责范围内的廉政建设担
负起领导责任，加强日常督促检查。
要坚决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对违纪违
法案件，要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不放
松，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形成强大的
震慑力量，让那些想搞腐败的人断了
念头、搞了腐败的人付出代价。要严
管厚爱锤炼队伍，政府系统各级领导
干部要牢固树立纪律和规矩意识，确
保政令畅通、政策落地，自觉做政治
上的“明白人”。要树立“严管才是厚
爱”的观念，对政府工作人员严格教
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做到为民务
实清廉。

副省长李克、赵建才、李亚、王
艳玲、张维宁、王小洪出席会议，副
省长张广智主持会议。省纪委书记
尹晋华应邀出席会议。

省监察厅、省财政厅、省政府国
资委、郑州市政府、鹤壁市政府主要
负责同志作典型发言。

省有关部门、中央驻豫单位、省
管企业等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
加会议。各省辖市、县（市、区）政府
主要负责同志等在分会场参加会
议。③11

把反腐倡廉工作持续推向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