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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推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企业、进
农村、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网
站，3 月 9 日起，河南日报理论部与
河南手机报联手，将“十九大”精神
的理论宣传搬到手机上，利用新媒
体优势，把重大理论问题讲清楚、说
明白，让老百姓听得懂、能领会、可
落实，真正入脑入心，进入千家万
户。

为此，河南手机报将“两学一做
手机报”更名为“学习手机报”，在“学

习手机报”和“河南手机报主报”开设
“学习”专栏，将每周三和每周五的河
南日报理论版稿件采用导读+链接的
形式，分别在“学习手机报”和“河南
手机报主报”刊发。

河南日报每周三和周五的理论
版将分别标注：本版稿件在“学习手
机报”同步刊发。

据悉，河南手机报主报发送群体
为 1300多万名读者，学习手机报发
送群体为我省 10 万名科级以上干
部。③7 （本报记者）

河南日报理论部与河南手机报联手

理论学习有了新平台

本报讯（记者 栾姗）3月 10日，
记者从省发改委获悉，国家下达我省
光伏发电新增建设规模 50万千瓦，
将优先支持 9个贫困县的光伏扶贫
电站建设。

据介绍，我省结合前期摸底和监
管确认，选择国家级、省级贫困县符
合条件的12个项目总规模13.3万千
瓦，分别是固始县济民、北店、沈塘、
助民光伏电站，滑县光伏农业综合体
项目，鲁山县背孜、山道庙、鑫茂光伏
发电项目，泌阳县中康光伏发电项
目，正阳县军耕新能源光伏发电项
目，南召县中机国能光伏发电项目，
宜阳县董王庄乡光伏电站；选择卢
氏、台前两个深度贫困县符合条件的

4个项目共 9万千瓦，分别是卢氏县
将军山、高庄光伏电站，台前县协鑫、
大亚光伏扶贫项目；精准落实帮扶贫
困户的南召、宝丰两县，下达20万千
瓦规模用于开展现代高效农业示范
光伏扶贫工程建设；剩余 7.7万千瓦
规模，预留给村级小电站使用。

省发改委要求，项目所在地县
（市、区）级政府要于5月 31日前，以
资本金1∶1的比例落实出资。同时，
要尽快明确项目覆盖的受益贫困户
及收益分配办法，受益户数与建设规
模的配比关系为每户对应 25~30千
瓦，已列入村级小电站扶贫受益对象
的贫困户不得列入集中式光伏扶贫
电站受益范围。③7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 通讯员
黄国强）今后，机关事业单位里将不
再有“爆破工”“电锯工”等工种。记
者3月10日获悉，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对我省机关事业单位技工工
种做了重新设置，工种由原来的290
个调整为178个。

据了解，目前我省机关事业单位
技工岗位存在部分人数较少的工种，
这些工种已不适应现代机关事业单
位工勤技能岗位和社会发展需求。

“比如爆破工、喷护工等工种的人数

很少，对这类技工进行岗位等级培
训、考核等工作所需的人力成本很
高。”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说。

根据我省实际情况，省工考中心
分别举行了工勤技能岗位水利类、机
电类、建设类和质检类工种归并专家
论证会，并征求了各市、县工考管理
部门的意见，今后将对机关事业单位
112个技工工种进行归并考核。修
订后，全省机关事业单位工勤技能岗
位工种设置由20类290个调整为20
类178个。③3

□本报记者 陈慧
本报通讯员 胡海燕 孔令省

春意萌动，新绿初绽，正是植树
的好时节。行走在3月的中原大地，
从城市到乡村，从房前屋后到荒山荒
地，从河渠干道到坑塘沟壑，到处是
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挥锹挖
土、提桶浇水、踩实压平……用汗水
浇灌树苗，把绿色送给大地，今天栽
下一棵苗，明天收获万点绿！

让绿色理念深入人心

去年，我省参加义务植树 5000
万人次，各种尽责形式折合植树2亿
株。当前，完成义务植树责任已不再
局限于每年拿起铁锹动手栽上三至
五棵树。

2017 年 6月，洛宁县一棵 2000
多年的古柏被龙卷风刮断，登封古树
保护志愿者靳红军驱车 300多公里
现场抢救，这是为义务植树尽责；
2018年前 2个月，长垣 30多位野生
动物保护志愿者为保护国家一级野
生动物大鸨清除毒饵2公斤左右，这
也是为义务植树尽责；认养和保护古
树名木，向合法公募组织捐赠资金用
于国土绿化，遇到需要救护的保护级
别陆生野生动物主动向管理部门报
告等，这些行为都可认定是为义务植
树尽责。全民义务植树尽责形式已
拓展为造林绿化、抚育管护、自然保
护、认种认养、设施修建、捐资捐物、
志愿服务、其他形式等 8类，义务植
树形式更加多样化，更加契合实际和
百姓生活。

省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同志
表示，义务植树的意义，不仅是多植
有形的树木，更要在群众心中播绿，
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深深扎
根于人们心中，并外化于具体行动。

加快国土绿化步伐

2017 年，我省完成营造林面积
723.76万亩，年度目标如期完成，也
意味着河南十年生态省建设及提升
工程圆满收官。据悉，森林河南生态
建设规划正在编制，今后十年，我省
将以更有力的举措加快国土绿化步
伐，推动林业发展由规模速度型向质
量效益型转变，把森林河南的美好蓝
图画在中原大地。

2018年，全省要完成造林251万
亩，森林抚育和改造426万亩。各地
纷纷吹响了集结号，春天的行动已经
开始——

今年将迎接国家森林城市创建
验收的南阳市，计划造林47.64万亩，
目前已完成80%；正在冲刺全国绿化
模范城市的周口市，要新增造林面积
11万亩，5000 亩的森林公园、2000
亩的周口植物园正在紧张建设。

从2018年开始，我省94个国有
林场也将更好发挥维护生态安全的
主战场、主力军作用。国有林场统一
定性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实行同级
财政全额拨款，不再为“吃饭”发愁

后，如何发挥生态效益最大化成为其
最重要的任务。截至目前，已有 92
个国有林场的改革实施方案以当地
党委名义印发实施，全省国有林场改
革扎实推进。

“常青树”化为“摇钱树”

森林覆盖率突破80%的西峡，用
实际行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果、药、菌”三大特色产业
迸发出巨大能量，全县林业产值2017
年达116亿元，县财政收入的40%、农
民人均收入的 68%直接或间接来自
林业。全县38.2万农民中，有30万人
整合到了林果产业链条中来。

林业已成为农民增收致富和脱
贫攻坚的主战场。2017年，我省下
达贫困县各类省级林业资金 12.1亿
元，支持贫困地区新发展经济林 25
万亩、花卉和园林绿化苗木15万亩，
扶持贫困地区发展森林旅游，带动5
万户约 15万贫困人口实现了增收。
选聘生态护林员成为林业扶贫的重
要举措，截至目前，全省从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中选聘生态护林员 17964
人，带动脱贫人口60286人。

优质林果作为我省“四优四化”
的重要内容，将扮演重要角色。今年
我省将启动优质林果工程建设，新发
展优质林果 32万亩，使全省优质林
果面积达到 1200万亩，大力建设核
桃、油茶、油用牡丹等木本油料林基
地，把“常青树”化为群众脱贫致富的

“摇钱树”，充分发挥其在促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调整、助推乡村旅游、增加
农民收入方面的作用。

春天萌发生机，绿色承载希望。
在 2018年，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个
更加美丽多彩的春天！③3

本报讯（记者 王昺南 陈慧）春
风抚中原，植树正当时。3月 11日
上午，我省省直单位3000多名干部
职工来到登封市石道乡陈家门义务
植树基地参加植树活动。此次“关
爱自然、义务植树”活动由省绿化
办、省直文明办、省直绿化办组织开
展，省委办公厅、省林业厅、河南日
报报业集团等160多家省直单位的
干部职工参与其中。

在植树现场，大家挥锹培土、
提水浇苗，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
象，不到半天时间就栽植侧柏、油
松等树苗 2 万余株。“多添一份新
绿，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就多
一点保护。”在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植树点，植树队员们表示，改善生
态环境、呵护绿水青山是每一位公
民的责任。

陈家门义务植树基地总面积
1200 余亩，计划通过义务植树活
动，用5到 6年时间完成全部绿化。
据悉，通过采取包干管理、定期维护
等措施，该基地每年新植树苗成活
率达95%以上。

我省省直机关历来重视生态环
境和生态文明建设。多年来，每到
春季都组织开展义务植树活动，不
仅提高了干部职工植绿、爱绿、护
绿、兴绿的自觉性，还营造了齐心共
建美丽家园的浓厚氛围，取得了良
好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③4

□本报记者 陈小平
本报通讯员 牛晨阳 张静雯

又到一年一度的植树节。在河
南，广大青少年以及青年社会组织、
志愿服务组织围绕团省委实施的

“绿风尚”河南青少年生态环保攻坚
行动，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绿
风尚”已经成为引领我省青少年生
产生活的新风尚。

“我希望栽下的这棵树能快点
长大，来净化我们的空气。”3月 11
日，在范县濮城镇，来自濮城镇小学
的小志愿者一边植树一边说。该校
青年教师王伟伟感慨：“这里种下
的，不仅是一棵棵树，更是孩子们的
绿色梦想。”

像濮城镇这样的植树场景还有
很多。自2017年我省启动实施“绿
风尚”河南青少年生态环保攻坚行
动以来，全省各级团组织共组织青
少年植树 150余万棵、植树面积达

2000余亩。
每年7月，黄河岸边总有一支青

少年环保队，沿岸开展环保调研与宣
传活动。他们就是黄河科技学院绿
色环保绿色营的“河小青”。

9年来，他们积极响应河南省保
护母亲河行动领导小组的“保护母亲
河 争当‘河小青’”号召，在黄河沿岸
开展了数十次生活用水调研、环保宣
传等活动，累计巡查行程近万里，足
迹遍布省内黄河流域。

据悉，“绿风尚”河南青少年生态
环保攻坚行动，通过实施低碳节能、
节水护水、清洁美化、健康生活、生物
多样性保护、环境监测、环保创新等
七类项目，广泛动员全省青少年积极
参与环境生态治理、传播绿色理念。
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各级团组织共举
办各类主题宣传活动4000余场次，
参与青少年60余万人次；组织开展
各类环保培训活动100余场次，培训
环保骨干5000余人。③4

事业单位技工工种减至178个

我省将新增光伏发电规模50万千瓦
优先支持9个贫困县

青少年引领“绿风尚”

省直单位义务植树2万多棵

3月8日，西峡县1100名干部群众到五里桥镇樊营义务植树。作为南水北调中线核心水源涵养区，该县始终坚持
“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发展理念，广泛开展植树造林绿化荒山行动。⑨3 封德 摄

■又到植树好时节

3月 10日，在许昌市建安区陈曹乡高标准粮田示范园，村民驾驶喷杆喷
雾机在田间进行“一喷三防”作业。眼下是小麦防治病虫害的关键时期，当地
及时做好小麦管理工作，确保夏粮丰产丰收。⑨3 牛书培 摄

让绿色遍洒中原大地让绿色遍洒中原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