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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月 13日上午，市政府
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市环保局
相关负责人通报了全市 2017年环
境攻坚取得的主要成绩，2018年目
标任务及第一季度全市环保状况。

2017年，我市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为 227天，居全省第 6位，同比增
加36天，增幅18.8%。5个出境断面
达标率为 90％，较上年提高了 29.6
个百分点；中心城区 9条内河水质
大幅改善，基本消除黑臭水体。地
表水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一直
保持在 100％；地下水整体保持稳
定，达标率为 100％。2017年，全市
环保系统共立案环境行政处罚案件
159起，罚款金额523.55万元。市政
府分别被省政府评为大气污染防治
和水污染防治优秀单位。市环保局

被评为全省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先
进单位。民权县环保局丁世毅被评
为全国十佳“最美基层环保人”。

今年我市环境攻坚各项任务分
别是：全年空气优良天数 225天以
上，PM10日平均浓度控制103微克/
立方米以下，PM2.5日平均浓度控制
59微克/立方米以下。城市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比
例总体高于 95.6％；重点河流环境
流量改善机制初步建立；市区建成
区黑臭水体全部消除，县城基本完
成黑臭水体的截污纳管工作；地下
水水质级别保持稳定。到 2018年
年底，全市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
在 90%以上，建设用地污染地块安
全利用率不低于90%。

据介绍，截至今年3月31日，我

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42天，居全省
第 9位；PM10平均浓度 137微克/立
方米，居全省第 6位；PM2.5平均浓
度 89微克/立方米，居全省第 7位；
我市 PM10平均浓度低于全省平均
水平4微克，PM2.5平均浓度低于全
省平均水平 2微克。2018年 1至 3
月份，省考核我市的地表水责任目
标断面水质累计达标率为70.8%，市
政府考核的地表水责任目标断面 1
至 3 月水质累计达标率为 66.7%。
今年前三个月，全市环保系统共立
案环境行政处罚案件 27起，罚款金
额44.8万元。其中依法移送司法机
关行政拘留3人。

会上还介绍了我市第二次全国
污染源普查工作开展情况。

晚报首席记者 刁志远

本报讯 今年我市是否继续
实施燃煤锅炉拆改？政府还有无
拆改补助资金？4月 13日上午，
市环保局党组副书记、新闻发言
人吴亚做了解答。

吴亚介绍，《商丘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关于印发商丘市2018年大
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的
通知》明确要求，在全市完成 10
蒸吨／时及以下燃煤锅炉拆改
的基础上，逐步扩大燃煤锅炉拆
除和清洁能源改造范围，引导鼓

励中型燃煤锅炉淘汰。2020 年
底前，基本淘汰市区规划区范围
内 35 蒸吨／时及以下燃煤锅
炉。淘汰方式主要包括拆除、集
中供热替代、煤改气、煤改电，改
用风能、太阳能、配备布袋除尘
器的生物质能，不包括改燃洁净
型煤、水煤浆、无烟煤、兰炭、绿
焦、原油等，拆除燃煤锅炉必须
拆除烟囱或物理切断烟道，不具
备复产条件。燃煤锅炉在新改
用天然气的过程中要同步实现低

氮改造。
我市实施逐年递减的资金奖

补方式，对 2018年 10月底前完成
拆改的燃煤锅炉，给予6万元／蒸
吨资金奖补；对 2019年 10月底前
完成拆改的燃煤锅炉，给予4万元
／蒸吨资金奖补；对 2020年 10月
底前完成拆改的燃煤锅炉，不再
给予资金奖补。严禁使用已经关
停、淘汰的废旧燃煤锅炉套取国
家资金。

晚报首席记者 刁志远

市区建成区黑臭水体全部消除
我市通报今年环境攻坚目标任务
今年前三个月，全市共立案环境行政处罚案件27起，罚款44.8万元

本报讯 4月 13日，市政府新
闻办召开发布会，梁园区政府相
关负责人介绍了黄河故道生态廊
道建设情况。

据介绍，今年以来，梁园区认
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生
态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理念，深入
贯彻落实国家十三五规划和市五
次党代会确定的大力实施“一核
引领、一廊提升、两翼齐飞、四轮
驱动”战略部署，全力加快黄河故
道生态廊道建设，努力打造商丘

生态旅游、休闲度假核心区。
梁园区根据“生态至上、保护

优先、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发
展理念，按照生态效益、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有机结合的原则，依
托一万亩水面、一万亩森林和一
万亩湿地“3个一万亩”生态资源，
确立了旅游廊道、文化廊道、生态
廊道、经济廊道“四个廊道”的发
展定位，持续完善提升了《梁园区
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商丘黄河故
道复合生态休闲控制性详细规

划》。重点建设了“四园一区一基
地”，即：国家湿地公园、国家森林
公园、万亩虎园、万亩桃园、国家
水利风景区、光伏油用牡丹试验
基地。

目前，黄河故道生态廊道建
设已取得初步成效，森林公园提
档升级建设有序推进，国家湿地
公园项目正在积极申报之中，天
沐湖景区升级改造全面加快，黄
河 故 道 造 林 绿 化 得 到 广 泛 开
展。 晚报首席记者 刁志远

我市今年燃煤锅炉拆改仍有补助
实施逐年递减的资金奖补方式，早改多补

梁园区黄河故道生态廊道建设有序推进
重点建设“四园一区一基地”

本报讯 4月 13日，全市关
心下一代工作会议召开。会议
回顾总结了 2017年工作，部署
2018年工作任务。市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罗军出席会议并讲
话，市关工委主任庄敬山作工
作报告，市关工委执行主任周
金铎，市关工委副主任付元清，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老干部局
局长王培富出席会议。

就如何进一步做好全市
关心下一代工作，罗军要求，把
政治建设纳入各项工作任务之
中，摆在首要位置抓紧抓好，是
各级各部门关工委当前和今后
工作的首要政治任务。要着重
把握时代要求。开展关心下一
代工作，就要学习贯彻好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对关心下一代工作提出的新

要求。要强化自身素质能力。
关工委要完成党的十九大赋予
关心下一代的使命和任务，必
须坚持推进学习型、服务型、创
新型关工委建设，提高关工委
自身建设质量。要加大关心支
持力度。各级党委政府要把习
近平总书记对关心下一代工作
的重要指示精神作为今后做好
关心下一代工作的根本遵循。
要“放在心头”“摆上案头”“理
顺路子”“建强班子”“用情服
务”。

会议宣读了《“五好”基层
关工委表彰决定》《关心下一代
信息宣传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
个人表彰决定》和《青年教育

“师德模范”表彰决定》。
晚报记者 宋亚威
实习生 孟博博

全市关心下一代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 4月15日上午，王念夫
长篇小说《重生》研讨会在市卫计委
举行。来自市县文联、作协，各大中
专院校，市委宣传部，商丘日报社，
新华书店的专家学者和卫生系统文
学爱好者围绕作品内容及价值意义
进行深度研讨交流。

王念夫是柘城县人民医院一
名退休医生，工作期间，曾被授予

“河南省优秀人才”和“商丘市百
名优秀医生”称号。在工作之余，
他酷爱写作，曾在全国报纸、杂志

上发表文学、科普作品 100 余篇，
编导电影、微电影 6 部，多次荣获
全国及省、市文学奖。王念夫是
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艺术
家学会会员、华语独立电影协会
编剧。

《重生》是王念夫 2017年出版
的一部医学小说，描写了一位治疗
癌症的医生和癌症病人之间发生的
故事。小说主人公从接触形形色色
的癌症病人中悟出了癌症病人的心
理变化，认为不但要合理科学地治

疗病人的肉体疾病，更重要的是要
治疗病人的心理疾病，要消除癌症
病人的恐惧心理。

研讨会上，与会人员对于《重
生》这部作品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本
书既是一部文学作品，也是一部科
普作品。作者既是一位从医50年的
医生，又是一位重生的癌症病人，书
中内容和故事都是作者的行医经验
和切身感受，尤其适合于病人和医
务人员阅读。

晚报首席记者 刁志远

王念夫长篇小说《重生》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 云卷云舒尽染故
道千层彩，春风春雨轻抚杨柳
一河新。4月 14日，中国·商丘
（梁园）第一届黄河故道森林湿
地公园徒步穿越暨“故道逢春”
摄影大赛活动在梁园区刘口乡
天沐湖旅游景区举行，来自全
国各地的1000余名户外运动爱
好者及近百家新闻媒体记者参
与活动。

本次活动由中共商丘市委
宣传部，梁园区委、区政府，商
丘市林业局，商丘市水利局，商
丘市旅游局，商丘日报报业集
团主办，商丘日报社、梁园区委
宣传部承办。13日晚上，梁园
区人民政府专门召开了黄河故
道“一廊提升”新闻发布会，河
南日报、河南电视台、河南人民
广播电台、大河报、映象网、东
方今报、焦作日报、驻马店日
报、淮北日报、宿迁日报、亳州
晚报等省内及周边20多家地市
报网等主流媒体应邀参加了新
闻发布会，并于 14日跟踪报道
比赛盛况。

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
到，据史料记载，梁园是中华民
族龙山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之
地，历史上是西汉梁孝王刘武
的皇家园林。流经商丘727年、
绵延144公里的黄河故道，在这
里留下了一万亩水面、一万亩
湿地和一万亩森林。

这几年，梁园区在注重原
始生态保护的同时，加快生态
文明建设，在故道大堤南北打
造了四道绿色林带，这四条林
带成就了一个集旅游、文化、经
济于一身的生态廊道，宛如一
层层绿色屏障保护着商丘的城
市。沿黄河故道分布着孙福
集、李庄、刘口三个乡，万亩森
林连接东西，万亩荷塘和万亩

桃园一河相连，天泉湖和天沐
湖隔林相望，成就了一个美丽
的城市后花园。

在 14日的开幕式上，市区
相关领导到场祝贺，并与嘉宾
代表共同为“故道逢春”摄影大
赛开镜。当天，来自京九晚报

“人民公摄”以及“和谐摄会”
“大众摄影”商丘俱乐部、国家
摄影商丘站和市区摄影家协会
的影友们高举“长枪短炮”聚焦
梁园区黄河故道。近百名新闻
记者深入森林、湿地、花海、田
野寻找梁园最美的风景。

9时整，随着总裁判员一声
号令，千余名运动员和户外运
动爱好者健步如飞冲出起点，
朝着 30 公里外的目标奋力迈
进。此时，天沐湖畔，千亩油菜
花正呈现着雨后天晴的靓丽，
花间的“舞者”为大赛活动增添
了一道醉人的景色，为运动员
们鼓劲加油摇旗呐喊。

经过紧张比拼，男子组、女
子组和团体组分别产生了冠
军、亚军、季军和优秀选手。
当日下午 4时整，在梁园区美
丽的万亩湿地公园——天泉湖
畔举行颁奖仪式，当场为获奖
选手颁发了奖品、奖杯和荣誉
证书。

记者在颁奖现场看到，一
望无际碧波荡漾的天泉湖，刚
刚拓宽修建的水泥路弯弯曲曲
直通万亩荷塘。抢抓乡村振兴
机遇，孙福集乡科学谋划，精心
规划，高标准建设了水亭相映、
水林相依、水鸟和谐、水天一色
的湿地公园，打造了一个风格
独特、风景秀美、风光无限、风
情万种的生态旅游景区。去年
10月，这里被评为国家级水利
湿地风景区和3A级旅游景区。

本报记者 单保良

中国·商丘（梁园）首届黄河故道森林湿地公园
徒步穿越活动圆满收官

千余人穿林绕水沐春光
“故道逢春”主题摄影大赛精彩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