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41-0005 □第 13024期 □新闻热线 4944764 □网址：http://www.pdsxww.com □今日 8版

2022年 8月 日 星期四 壬寅年七月二十一 中共平顶山市委机关报 平顶山日报传媒集团出版18

与时代同步 与读者同行

近5年来

□□制图制图 永伟永伟

区外补偿 26000 亩

区内修复 4650 亩

●累计投入 3 亿多元

●完成恢复治理及生态补偿

3.06 万亩

●累计植树 450 余万棵

初秋时节，寒蝉嘶鸣、山花烂漫。

位于郏县黄道镇黄北村北侧的郏县众

合建材有限公司石料厂江山采区满山

苍翠，废弃矿坑里五角枫、侧柏和果树

林内，不时有喜鹊、斑鸠和长尾雉飞过。

“这矿坑整理得像层层叠叠的梯

田，别致又壮观。今天不忙了，我和朋

友一起来看看，拍几张照片，果然不虚

此行。”8 月 6 日上午，慕名而来的郏县

摄影“发烧友”李利国说。

谁会想到，因为开采石灰岩，5 年

前的江山采区遍地是废弃矿山。采矿

后留下众多坑口、峭壁和边坡，山体伤

痕累累、满目疮痍。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党的十

八大以来，郏县县委、县政府把矿山环

境治理恢复当作一场攻坚战来打，编制

印发了生态修复工作通知及露天矿山

综合整治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确立

了“绿满郏县、绿秀郏县、绿美郏县、绿

富郏县”的国土绿化建设目标，提出了

“区内修复、区外补偿”的双规机制和

“谁开采、谁治理”“谁治理、谁受益”的

原则，明确矿山恢复治理工作目标、重

点任务；聘请国内顶级专家团队，编制

《郏县露天矿山矿区及周边影响区生态

修复治理建议书》《矿山地质环境恢复

与综合治理规划》等，进一步明确矿山

环境治理恢复工作的路线图、时间表。

“绿化荒山是功在当代、惠及后代

的好事，我们必须有所作为。”“良好的

生态环境既是自然财富也是经济财富，

我们有义务有责任把绿水青山建得更

美，把金山银山做得更大。”郏县境内的

众合建材公司、中联天广水泥有限公

司、富宇建材有限公司等积极响应，全

县 18座需治理的矿山一周内被认领完

毕，众企业纷纷表示要把树栽遍废弃矿

山，让绿色全覆盖。

说了算，定了干。开山辟路、采购

树苗、挖坑种树、引水上山、后期管护，

铲车、挖掘机、拉土车、运水车，当时黄

道镇、茨芭镇处处是机械的轰鸣声和热

火朝天的施工场面，整个矿区沸腾了。

“大家不分昼夜、不讲条件，冬顶严寒、

夏冒酷暑，真的是扛牢了生态保护责

任。”郏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牛洪桥回

忆往事时动情地说。

如今，矿山整治进入第五个年头，

郏县累计投入 3亿多元，完成恢复治理

及生态补偿 3.06万亩（1亩≈666.67平方

米）（区内修复 4650亩、区外补偿 26000

亩），累计植树 450余万棵。2020年，在

北京召开的绿色矿山年会暨首届绿色

矿山突出贡献奖颁奖大会上，郏县获得

“绿色矿山突出贡献单位”称号。

三分栽，七分管。郏县规定，负责

生态修复的企业必须做好后期管护，林

木成活率不低于七成。因覆土厚度平

均不足一米，蓄水量有限，加上局地降

水少，春夏时节两三天就需要对植被喷

淋一次，植被林木管理及喷淋设施的养

护也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

“我负责水管焊接，工资相对高一

些，一天 200 元左右，只要不下雨我天

天来，有干不完的活儿。其他男工一天

150元、女工 110元，企业讲信誉，工资月

月按时发。我们 6 个都是黄道镇后谢

湾村的，负责这一个山头。那几个山头

由谒主沟、老庄、大桥、石望河等村的村

民干。从来没想到矿山会有今天绿意

油油的景象。看着山头一天天绿了、花

开了，我们也很有成就感。”56 岁的王

景昌一边焊接水管一边笑着说。

企业成为修复和绿化的主体，有效

破解了矿山治理“无人管、没钱管、管不

好”的难题，减轻了财政压力，助推了国

土绿化，同时也融洽了矿地关系，增加

了群众收入。

如今，原来矿渣遍布、灰土飞扬的

现象销声匿迹，曾经的荒山秃岭披上了

绿衣，遍地的核桃、梨树、桃树等经济

林，为绿富郏县奠定了坚实基础。

“草木蔓发，春山可望”的愿景

正在郏县广阔大地变为现实。

（本报记者 张鸿雨）

郏县：矿坑变梯田 荒山绿满园

本报讯 （记者孙聪利）8 月 17 日上

午，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推进会

召开，回顾总结前一阶段工作，对下一阶

段任务进行安排部署，动员全市上下以

“决战决胜”的姿态，奋力夺取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新胜利。市委副书记赵宏宇出

席并讲话，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副市长

刘文海主持会议。

赵宏宇指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事

关城市发展质量和人民群众幸福指数，

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系统工程。过去一个

时期，全市各级各部门紧盯目标、奋力拼

搏，付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良好成效，

但仍存在短板和不足。

赵宏宇强调，各区各单位要提升站

位，深化认识，认清当前创文工作面临的

严峻形势，对标对表，挂图作战，做到尽

善尽美、精益求精。要聚焦重点、靶向发

力，严格按照《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

明确的工作标准和全市创文工作总体部

署，聚焦“十项专项整治”、测评点位打

造、档案资料整理、创建氛围营造、党员

志愿服务等重点工作，逐条逐项过筛子，

真抓实干促提升，以“咬定青山不放松”

的精气神，分秒必争、攻坚克难，确保硬

件建设积极推进、软件建设立行立改。

要加强领导，压实责任，各区和各职能部

门要立即启动战时状态，条块结合、上下联动，坚持“一把手”负总责，将工

作重心下沉到街道，落实到社区，细化目标任务到每一天、每个人，所有参

与人员做到知责、明责、担责、尽责，确保整改问题不反弹、创建成效守得

住。要强化督导，务求实效，加强督导检查，严格落实奖惩，充分发挥考核

“指挥棒”作用，严查细问责任实不实、管理细不细、整改到位不到位等问

题，努力推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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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吴学清）省政府

重点项目建设办公室近日通报了

上半年全省重点项目建设有关情

况，我市考评综合排名全省第六。

8 月 17 日，市发改委副主任戴冲

说，此次参与全省考评的共有 17

个省辖市和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

等 19家单位，我市总得分 105分。

省政府重点项目建设办公室通

报，考评综合得分较高的有郑州、洛

阳、南阳、驻马店、周口、平顶山。从

开工情况看，郑州、洛阳、南阳、驻马

店、周口、平顶山新开工项目数量较

多。从联审联批情况看，郑州、洛

阳、平顶山、漯河、许昌、商丘、开封、

濮阳、新乡、鹤壁已完成联审联批事

项。从信息报送情况看，驻马店、平

顶山、郑州、漯河、洛阳、许昌、南阳

等信息报送质量较高。

据戴冲介绍，2022 年我市重

点项目年度投资目标是 631亿元，1

月至 6 月完成投资 607 亿元，投资

完成比例为 96.2%；全年计划开工

项目 51个，1月至 6 月实际开工 49

个，开工比例为 96.1%；全年需联审

联批项目 270个，1月至 6月实际审

批 270个，完成比例为 100%。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考评中

我市因投资进度居前 3名、实际开

工数量居前 5名分别获得加分。

完成年度目标比例为96.2%

上半年我市重点项目完成投资607亿元

本报讯 （记 者 杨 德 坤）8 月 16

日，从河钢集团舞钢公司传来好消

息，在近日公布的 2022 年冶金科学

技术奖评选结果中，舞钢公司与北

京科技大学合作开展的《高强韧钢

中纳米相深氢陷阱的基础研究与工

程应用》项目榜上有名，获得 2022 年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中国金属学会冶

金科学技术奖一等奖。该项技术的

开发应用将为舞钢公司进一步加大

大厚度海洋工程、氢储罐以及相关抗

氢致裂纹用钢的开发、推广奠定基

础。

冶金科学技术奖由中国钢铁工

业协会和中国金属学会联合申请设

立，是中国冶金行业最高科学技术

奖，旨在推动冶金工业科技进步和

科技创新工作，激励利用科技力量

促进冶金工业发展，每年评审、奖励

一次。

舞钢公司一技术项目
获冶金科技大奖

8 月 17 日，市气象局技术人员在校
准、维护温湿度传感器、雨量传感器。

为做到精准预警，最大限度减少

极端天气灾害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全
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
市气象局组织技术人员对国家气象观

测 站 的 各 类 仪 器 进 行 校 准 、维 护 、检
修。

本报记者 牛智广 摄

维护设备 精准预警

编辑 张红晓 校对 海飞

本报讯 （记者巫鹏 通讯员李

亚黎）近日，河南省政府新闻办公

室发布河南省 2022年度营商环境

评价中“登记财产”指标，宝丰县以

96.64 分名列全市第一、全省第十

三。

去年以来，宝丰县自然资源

局以深化“放管服”改革为抓手，

深入推进“互联网+不动产登记”

建设，不断压缩办理时间，降低企

业登记成本，打造不动产登记全

流程一个环节、一个平台办理，构

建了“只上一张网，一次都不跑”

的不动产登记新格局。

该县建成集成统一的不动产登

记网上“一窗受理”平台，综合运用

互联网、大数据、人脸识别、在线支

付等技术，即可完成在线申请、网上

交费、缴税、查询进度、数据共享、下

载电子证书和证明、合同签署等业

务，实现全流程“网上办”“掌上办”。

宝丰县不动产登记中心通过

简化要件材料，再造登记业务流

程，实施不动产登记“111”办结时

限，实现只需一个申请环节直接办

理登记。在已经实现不动产一般

登记 1个工作日办结，更正登记、抵

押权注销、异议登记、换证、查询等

11 项登记业务 1 小时办结的基础

上，达到立等可取的效果。

“现在办理业务真方便，大宗业

务批量办，效率就是高。”一次性批

量办理了 713户预售商品房抵押预

告登记，这让宝丰县滨河小区项目

业务代理人齐艳萍竖起了大拇指。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升

便民利民服务水平，今年 5月该县

推出大宗业务批量办理的新举措，

通过拓展延伸服务和转变服务方

式，实施首次登记、转移登记大宗

业务材料一次性提交、批量受理审

核，一次性办结等服务。目前，该

县已批量办理 2000多户。

同时，该县还推行“交地即发

证”“交房即发证”创新举措，通过

提前介入、主动服务，联合住建、税

务等部门协同办公，实现使用权与

产权同步，简便快捷，同时有力保

障了企业和群众的合法权益。

“下一步，我们将以服务企业

和群众需求为导向，持续创新服务

方式，改进工作作风，全面提升服

务水平，持续打造最优营商环境，

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

力量。”宝丰县自然资源局局长王

月霞说。

只上一张网 一次都不跑

宝丰县不动产登记
改革走在全市前列

本报讯 （记者王民峰 孙鹏飞）8月

16 日至 17 日，市委书记张雷明、市长

赵文峰分别与华润集团副总经理韩跃伟、

华润双鹤总裁陆文超举行工作会谈，围

绕深化合作内容、拓展合作领域进行深

入交流。

张雷明、赵文峰代表市委、市政府

对韩跃伟一行来平考察表示欢迎，对华

润集团长期以来对平顶山发展的支持

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市情和经济社

会发展情况，指出平顶山作为国家产业

转型升级示范区，当前正锚定“壮大新

动能、奋进百强市”目标，坚持把创新

摆在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夯实尼龙

新材料等优势主导产业，培育壮大生

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着力打造

区域创新高地和创新人才价值实现基

地，发展新动能不断增强，为双方开展

更高层次、更广领域的合作奠定了坚

实基础、拓展了广阔空间。经过双方

持续努力，华润集团与我市合作领域

不断深化，建立了长期友好的合作关

系。希望华润集团发挥自身技术、资

源等优势，把更多好项目布局落地到

平顶山，不断拓展生物医药等领域合

作成果，努力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

展。我市将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提供

一流优质服务，一如既往支持华润集

团在平企业不断发展壮大，推动双方合

作取得更加丰硕成果。

韩跃伟感谢市委、市政府对华润

集团在平企业的大力支持，表示华润

集团一直把平顶山作为重要的产业布

局地，希望能够深度融入平顶山发展

中，持续加强对接交流，进一步拓展合

作广度和深度，推动在平企业发展再

上新台阶，为平顶山高质量发展作出

更大贡献。

市领导赵军、许红兵、孙建豪分别

参加会谈。

张雷明、赵文峰与华润集团副总经理韩跃伟举行工作会谈

加 强 沟 通 对 接 携 手 共 赢 发 展
推动双方合作取得更加丰硕成果

据新华社北京 8月 17日电 （记

者申铖）财政部17日发布数据显示，今

年前 7 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24981亿元，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

长3.2%，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9.2%。

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7441 亿元，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

长 2.1%，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 11.2%；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 67540亿

元，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 4.1%，

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 7.6%。全国税

收收入 102667亿元，扣除留抵退税因

素后增长 0.7%，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

13.8%；非税收入 22314 亿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 19.9%。

财政支出方面，今年前 7个月，全

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46751亿元，比

上年同期增长 6.4%。其中，中央一般

公共预算本级支出 18473 亿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 6.4%；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 128278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6.4%。

此外，数据显示，今年前 7 个月，

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33384 亿

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28.9%；全国政府

性基金预算支出 64062 亿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 29.8%。

前 7个月财政收入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 3.2%

一流营商环境一流营商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