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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森林城市 推进生态文明

三农新闻3

夯实责任 部门联动

我市强力推进出山店水库移民搬迁工作

强化责任

明确任务

市交通运输局创森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
本报讯( 记者唐车）3 月6 日上
午， 市直交通运输系统组织干部职工
人到107国道河区大石门段开
100 多
展义务植树活动， 以实际行动为全市
森”工作“点缀”成荫。
“创
按照《信阳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
工作方案》要求，市交通运输局高度重
视， 第一时间启动国家森林城市创建
工作， 把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作为提升
公路管养水平、 展示交通运输形象的
重要契机。 为加强对创建工作的组织
领导， 成立了由党政主要领导担任指
挥长和政委、分管领导任副指挥长、相
关直属单位为成员的创建工作领导小
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并从市交战

办、 市公路局、 市农村公路管理处、 市
执法处和市局创建办分别抽调专人组
建办公室， 召开“ 创森” 指挥部工作会
议，进一步明确职责任务，科学制定创
建方案、明确工作任务、落实创建目标
责任制、建立健全督查机制。
按照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总体规
划、实施方案和考评奖惩办法的要求，
市交通运输局分解任务， 明确责任单
位和完成时限， 制定创建期内年度实
施方案。市公路管理局拟定国道、省道
里道路两侧路肩范围内的绿
241.6 公
化建设方案； 与辖区路段公路管理机
构的任务界定与对接， 制定详细的实
施方案并开始着手实施。目前，平桥区

和河区行动迅速， 已完成了G107
线、G312 线、S224 线、S339 线、S335 线
等部分路段共111.929 公里的道路绿
化种植及补植任务， 植树21110棵。市
农村公路管理处对县、 乡村道471.087
公里（含新建和完善）的道路两侧路肩
范围内的绿化建设进行实地考察。 针
对各县区农村公路管理所完善全市农
村公路绿化建设制定详细督导方案并
推进实施。 目前已完成新建农村公路
绿化里程134.5 公里， 完善农村公路绿
化里程35.7 公里， 植树88787 棵， 完成
投资687.53 万元。 市高速公路协调办
公室已就信阳境高速公路项目公司的
在建项目与新增高速公路道路绿化建

设情况， 与相关建设业主单位进行沟
通对接。 市交通运输执法处与信阳高
速公路管理公司对接， 察看已运营高
速公路40.6 公里道路绿化建设情况，
制定缺失路段补栽方案。
同时， 市交通运输局利用行业优
势，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宣传“创森”工
作， 营造良好的创建氛围。 中心城区
辆出租车车载LED 屏滚动播放
1800 余
宣传标语。107 国道城区段制作安装2
块大型户外宣传栏。 信运汽车站候车
广场电子屏滚动播放宣传广告。 火车
站公交停车场设立两块“创森” 宣传
栏。 在南湾旅游码头设立10 块“ 创森”
公益宣传牌。

本报讯（ 记者徐磊） 近日， 
河、平桥两区均举全区之力强力推进
移民（ 第二、 三批） 搬迁工作， 取得了
较好成效。
为确保全市6571 户移民在4 月20
日前全部完成搬迁工作， 河区、 平
桥区均高度重视，分别召开了专题研
究会议， 河区于2 月25 日召开了第
二批移民搬迁动员大会， 平桥区于3
月6日召开了第三批移民搬迁动员大
会， 统一安排， 明确任务， 夯实责任。
两区分别成立了高规格移民搬迁指
挥部，严格执行我市一系列移民搬迁
工作方案、应急预案，移民安置、 迁建
办法及搬迁补助奖励办法， 并对4 月
以前搬迁的移民每户奖励8000
15 日
元， 对4月16日至20 日搬迁的移民每
户奖励6000元；全市各移民乡镇均在
移民村、 组每个路口张贴了通告， 悬
挂横幅标语，河区组织了宣传车全
天候进村入户开展宣传， 并通过各界
媒体宣传报道先进典型的人和事， 形

▲

本报记者徐磊聂品
谈起河区游河乡的移民搬迁
工作，乡政府的领导们都异口同声地
为高湾村点赞。3 月9 日， 记者来到游
河乡高湾村第二批移民户家中， 听一
听这位老支书的“移民经”。
“工
作要打提前量。” 谈起移民
搬迁工作， 高湾村党支部书记潘继
宏告诉记者。 在第一批移民搬迁工
作接近尾声的时候， 该村就开始着
手第二批移民搬迁的动员工作， 让
有条件的移民尽快结清房款， 开始
装修， 为下一步工作打好基础。2 月
河区出山店水库移民（ 第二
，
25 日
批） 搬迁动员大会召开以后， 高湾村
就立即召开了村移民搬迁动员会，
成立了村里的搬迁领导小组， 由村
干部和各移民队长负责开展各村民
组的移民工作。 他们不仅挨家挨户
□

迎接第40个植树节，响应市委、市政府全民参与义务植树的号召，市直林业系统
，为
▲3 月
12 日
余位干部职工来到鸡公山管理区武胜关保护站开展义务植树活动。一上午时间， 他们在荒山上
种下了600多棵红梅、绿梅、美人梅等观赏树木。参加植树的林业系统干群纷纷表示，创森是我市的
一项重大工程，为创森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是每名林业人应尽的职责和义务。
本报记者卢小龙 摄

主动作为 全力推进

市城市管理局创森各项任务顺利实施
阳市城管系统今冬明春绿化工
作会议暨城管系统创建国家森
林城市第一次会议。 会议对2018
年度中心城区绿化工作进行了
安排， 并对各参会单位作了创森
工作部署。
为切实做好2018 年春季园林
绿化建设工作， 我市园林绿化各
部门按照省住建厅的要求， 在做
好植物栽植前期洒水抑尘、 植坑
注水、 场内覆盖等扬尘污染管控
的前提下， 启动园林绿化项目植
物栽植工作。
截至目前， 琵琶台公园和龟
山公园的配套设施项目已全部
完工。 河北岸十八大街过河
桥、 肖家河过河桥、 海河公园
跨河步行桥、 申碑路停车楼等
项目的前期苗木移植工作已完
成。

罗山县创森工作先声夺人
本报讯（ 张学训刘俊峰） 去冬今
春以来，罗山县紧紧围绕国家森林城市
创建工作任务， 以问题为导向， 狠抓落
实，强力推进了造林绿化各项工作的开
展。目前，全县完成造林整地2.478万亩，
完成栽植2.0157万亩，分别占任务90% 、
县造林及创森任务预计将在3
72% 。 全
月底前全部完成。
因地制宜， 突出罗山特色。 自市委
召开创森动员会后， 罗山县委、 县政府
结合实际制定了《 罗山县2018 年国家森
林城市创建及今冬明春造林绿化的实
施意见》 及《 沪陕高速两边绿化设计方
案及造林标准》等方案。 今年以来， 该县
在注重常规造林的同时， 重点发展名优
特经济林， 特别是油茶、 茶叶和高档苗
木花卉。 目前， 该县已初步形成南部以
发展油茶产业为主， 中北部以发展高档
苗木花卉、 特色经济林为主， 西南部以
发展茶叶为主的林业产业发展格局。
补齐短板， 突出县城绿化。 该县结
合林业生态的实际， 找出创建短板。 一

是着重抓沪陕高速绿化。 今年以来， 该
县把高速廊道建设作为主要的工作来
抓， 大力推进沪陕高速廊道建设工作。
去冬今春，该县利用3个月时间， 组织沿
线6个乡镇完成40公里的生态廊道建设
任务。 二是抓老城区绿化。 该县针对老
城区绿量不足， 计划用三年时间， 努力
使城区绿地面积增加50 万平方米。 三是
抓河道绿化。 今年以来， 该县重点抓境
内淮河、 竹竿河河岸绿化， 绿化总长度
面积为2774 亩。 目前， 已完
，总
30930 米
成整地约1000亩。
多元驱动，确保创森开展。一是整合
财政涉农资金1000万元， 投入林业产业，
重点实施苗木花卉、油茶、茶叶、林果等四
大类，高标准完成造林4000亩；二是继续
对造林实施奖补， 每年投入资金800万
元；三是对林业重点工程实施奖补，如沪
陕高速生态廊道建设奖补资金600万元，
县城园林绿化提升工程300万元。 四是对
河道尤其是淮河和竹竿河绿化进行奖补，
每亩政府补贴700元，共计补贴189万元。

洪山寨:绿化引得游人来
本报记者 唐车卢小龙
黄色的山坡映衬下葱郁的树林显
得更加苍翠， 阵阵春风吹过， 山脚下碧
绿的湖泊泛起层层波浪，一条新修的泊
油路绕着山体蜿蜒而上。这是近日记者
在潢川县双柳树镇洪山寨看到的景象。
看到眼前如画美景， 谁能想到， 就在几
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山？
洪山寨地处潢川县双柳树镇，过去
山高坡陡，土层瘠薄，裸岩林立，加上周
边群众生活贫困无力开发，洪山寨在人
们眼中就成了荒山的代名词。这一切自

打河南洪山寨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来了
以后就变了样。
据潢川县林业局负责人介绍，近年
来， 潢川县不断加强环境保护， 坚持山
地绿化造林， 通过招商引资， 吸引社会
资金参与的方式对县内的荒山进行绿
化改造。 目前， 潢川县包括洪山寨在内
的荒山都实施了绿化工程。
县林业部门的帮助下，公司通过
“在
植树造林、绿化荒山，把洪山寨打造成一
个旅游景区。” 公司负责人李世英说，几
年来， 公司依托潢川花木种植的传统优
势，采取边流转边治理改造的方式，先后

流转了5000多亩荒山，种植红枫、水杉等
观赏树木数十种， 种植面积2800多亩。
过两年等全部建好了，我们这里一年
“再
四季都有美景看！”李世英骄傲地说。
绿化工程不仅改善了荒山的生态
环境， 还推动了周边群众的脱贫致富。
“以
前这里是荒山，哪有人来？种地也没
有什么收入，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正在
栽植树苗的双柳树镇晏岗村村民赵思菊
告诉记者，自打洪山寨绿化开发以来，家
里的土地流转出去， 每年有了一笔固定
收入，她还可以在公司工作，收入比以前
高多了，日子也越来越红火。

绿化改造后的洪山寨声名鹊起， 每逢节
假日都有许多人前来观赏、游玩、健身。
专程带老母亲来到洪山寨过生日的双柳
树镇居民杨照珍说：“现在的洪山寨绿化
好、风景美，我们没事就会来这里转转。”
洪山寨秀美的景色让杨照珍全家20多口
人相约：明年还来这里过生日。
荒山旧貌换新颜。洪山寨绿化工程
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正逐
步显现。 潢川县林业局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他们将以创森为契机， 引导、 带动
更多的龙头企业参与到绿化工程中来，
让更多无人问津的荒山，披上绿装。

宣传动员， 讲解政策， 还带头拆除旧
房， 帮移民搬进新房， 带领全村的移
民户一起推动搬迁工作。
车跑得快， 全靠车头带。” 村
“火
里的移民队长杨思兵说。 高湾村的移
民工作领导小组共由6 名村干部和5
名群众基础好、 工作能力强的移民队
长组成，全村严格实行上级制定的移
民工作办法，并根据各移民队的实际
情况因地制宜地实施政策， 移民有什
么困难， 他们就解决什么困难。 不论
是结清移民房款， 还是签订搬迁协
议，他们都抢着当头兵， 为全村157 户
第二批移民做表率。 有了移民队长的
带头，村里推进移民搬迁工作才能井
井有条，步步为营。
截至记者发稿时， 高湾村共有
二批移民签订搬迁协议， 占全
151 户
村二批移民总数的96% ， 即日起， 各
移民队的旧房也开始陆续拆除。

直击出山店
信阳市出山店水库移民局 信阳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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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 。

老支书的“移民经”

上午，信阳高新区城东
3月
10 日
街道办事处全体干部职工在辖区开展
植树绿化活动，以激发全办事处爱林、
造林的热情，促进绿化事业的发展，进
一步美化城市的精神。图为植树现场。
林刚摄

本报讯（张学顺刘俊锋）连日
来， 市城市管理局围绕创建国家
森林城市的决策部署， 进一步加
强城市生态文明建设， 改善城市
生态环境， 提升城市建设品位， 主
动作为，全力推进， 各项目标任务
顺利实施。
该局结合我市城管系统自
身工作实际， 制定了详细方案，
成立了创森工作领导小组， 进行
了责任划分， 进一步明确了责任
主体及完成时限。 为给创建国家
森林城市打下坚实基础， 经广泛
征求各责任单位意见， 该局制定
了《 信阳市中心城区2018 年度绿
化工作实施方案》， 并逐步落实。
该局已启动市树、 市花的评选工
作。 建立周报告制度， 掌握各成
员单位工作进度， 及时进行调
度。 该局1 月16 日组织召开了信

成了“比、赶、超” 的良好工作氛围； 
河区实行了区、 乡（ 镇）、 村三级会商
分级解决问题， 使问题迅速解决， 政
策迅速贯彻， 移民迅速搬迁的效果；
河、 平桥两区均制定了部门联动，
协同推进的工作方案， 共同搭建了情
况通报，问题研究， 经验共享， 共商决
策的工作平台。
据悉， 本批次移民搬迁共有
河、 平桥两区共169 个区直单位参与
包保，并分别成立了由各区直单位一
把手任组长的移民搬迁工作组。 其中
河区从科级干部和优秀干部中抽
调了1300 余人， 实行“5+2”、 “ 白+ 黑”
的方式进村入户宣传移民搬迁政策，
了解移民户情况， 掌握移民户诉求，
动员移民户开展搬迁工作。 截至记者
发稿时，全市共完成移民搬迁协议签
订2700 余户， 占本批次移民总数的
中河区完成协议签订
41.6% ， 其
全市本批次移民总数的
， 占
2532 户

联办

）
小麦春季田间管理技术措施（下
接上期）
抽穗至灌浆初期实施“ 一喷三
防”， 重点防治赤霉病、 锈病、 白粉病、
叶枯病和穗蚜、 粘虫、 吸浆虫等病虫
害。 亩用15% 粉锈宁可湿性粉剂70菌灵200-250 克或50% 多
100 克
+25% 多
菌灵
美双复配剂150 克或25% 氰烯
·福
菌酯100 克或25% 咪鲜胺60 克+3% 啶虫
脒乳油20-30 毫升+ 磷酸二氢钾100 克+
尿素（ 浓度不超过2% ， 弱筋小麦不用）
兑水喷雾， 可防病治虫防早衰。 对于赤
霉病， 若抽穗至灌浆初期阴雨或湿度
大、 气候条件适宜病害流行， 第一次用
药后，隔5-7天再防治一次，一般2-3次，
确保防治效果。
当穗蚜百株达500 头以上时， 亩用
（

吡虫啉可湿性粉剂20克，或3%啶虫
咪 毫升， 或4.5% 高效氯氰菊酯40 毫
升， 或1.8%阿维菌素乳油8-10毫升，加
水50公斤喷雾， 也可用机动弥雾机低容
量（亩用水量15公斤）喷防。
当发现每平方米有3 龄前粘虫15 头
以上时，每亩用灭幼脲1号有效成分1-2
克，或灭幼脲3号有效成分3～5 克喷雾防
治。
成熟前20天麦田停止施药。
（信
阳小麦综合试验站陈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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