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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郑州 6 月 19 日电(记者刘雅鸣、王林园)河南 18
个省辖市流经市区的 60 条河流季度水质状况，评了 11 次，淇
河 10 次排名第一；淇河水质达到了国家Ⅱ类标准；淇河应该
是华北地区最清澈的一条河了……

在煤城鹤壁，经常可以听到当地人对其母亲河淇河的夸
耀。记者实地探访看到的是：“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景象。

问“淇”哪得清如许？

一任接着一任守护母亲河

淇河呈现出林茂水清、野鸟群飞景观，背后是多年来鹤壁
市持续科学治河、依法治河，实施工程措施与生态措施并举的
努力。

淇河发源于山西省，全长 165 公里，属海河流域卫河支
流，其中在鹤壁市境内 83 公里。过去，淇河沿岸还是发展养殖
的重要区域。2000 年以前，淇河也常出现上游断流、下游污染
的情况。

“这 10 多年来，鹤壁市的领导班子换了几茬，保护淇河的
理念却从没改变过，重视程度更是一届比一届高。”鹤壁市政
府办公室调研员李献忠说，每位书记市长都留下了治理淇河
的名言。

这从“淇河办”名称之变就可见一斑。2002 年，鹤壁市设
立了“淇河综合开发指挥部”；2005 年“淇河开发办公室”更名
为“淇河生态保护与开发办公室”；2012 年，又定名为如今的
“淇河生态保护建设办公室”，简称“淇河办”。从重开发轻保
护，到保护开发并重，再到生态建设，折射的是治水理念的不
断提升。

缠丝鸭蛋是淇河特产。2013 年以前，淇河许沟段的 2 公
里水域聚集着 5家规模较大养鸭场，总规模有 4 万余只，极大
威胁淇河水质。依据淇河许沟段水质和水量，相关部门经科学
测算论证，确定养殖规模控制在 8000只左右，不会影响水质。
目前，淇河许沟段只保留 1家养鸭场，现存栏 4000只。据统
计，沿河先后关闭养殖场近百家。

除了整修拦河坝、对河道进行防渗减漏等工程措施，鹤壁
还展开生态措施：5 年来完成流域绿化 13 . 98 万亩，形成乔、
灌、草、花篱藤立体配置的植物群落，建成四级生态栅栏。

“看着淇河，就像陪着母亲。”58 岁的贾金拴每天都要去
淇河岸边巡护。在鹤壁市、县、乡、村四级管理体系下，专职护
河员连接治河“最后一公里”。贾金拴就是专职护河员，他有三

大职责：清洁、宣传、信息报告。他说：“我做专职护河员 6 年
了，清洁的压力越来越小了，感觉淇河特别美、特别亲近。”

文化与生态交融 人与自然对话

依托淇河，鹤壁人建成国家湿地公园。“淇河仅鸟类就有
156种，其中数十种是近几年新发现的，沿河可见灰鹤、白鹭
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鹤壁市林业局副局长曹荣举介绍。在
湿地公园深处，记者还看到了茭白、慈姑等常见于南方的水生
植物。

溯流而上，在以防洪和供水为主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盘
石头水库，水波涟漪，山色青黛。淇河总河长、鹤壁市市长郭浩
竟直取半瓶河水下肚，称感觉良好。盘石头水库建设管理局总
工程师王雷说，水库水质持续保持在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二

类标准以下，除总氮外其余指标皆为一类。
“淇水流碧玉，舟车日奔冲。”诗仙李白形象地描写了历史

上淇河的美丽和商贾文人云集的盛景。淇河，亦诗河。《诗经》
300 余首中，反映淇河流域风土民情的就有 39 篇。现存历代
诗人吟咏淇河的诗文有 1000 多首。2014 年，中国诗歌学会将
淇河命名为“中国诗河”。

走进“淇河诗苑”公园，脚下是咏淇诗，映入眼帘的亦是咏淇
诗。当地政府每年在这个镌刻有 1500 余首诗歌的公园举办诗
歌大赛，文化的繁荣伴随美好生态，赋予淇河更加丰厚的底蕴。

在文化与生态的共同涵养中，鹤壁市民的文明素质大大
提升。“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淇河”已成为鹤壁人的共
识。傍晚时分，一位刘姓市民和儿媳、孙儿在公园浅水处游玩，
她说：“我们在淇水河畔生活了几十年，我们自己珍惜、爱护母
亲河，也不允许其他人污染淇河。”

一渠清流见发展

▲这是以防洪和供水为主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盘石头水库（6 月 12 日摄）。 新华社记者王林园摄

新华社北京 6 月 19 日电(记者高敬、李鹏)中央环保督察
组 19 日曝光河南省濮阳市部分区县一些整改措施和工作责
任落实不到位，甚至为应付督察而弄虚作假，情节十分恶劣。

针对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指出的垃圾填埋场渗滤液环境
隐患突出问题，督察人员近日突击检查濮阳市范县城区垃圾
填埋场。

督察组通报，督察人员到达现场后看到了工整齐全的运
行记录，污染防治设施正在运转，显得正常有序。但督察人员
发现，渗滤液处理设施中的高效一体化氨氮处理设施氨氮吹
脱池空置，处理池无污泥且已产生大量浮游生物，特别是深度
处理系统早已锈迹斑斑。在控制设备间，督察人员发现，虽然
机器在运转，但流量计始终显示为 0，既没有出水也没有进

水；垃圾填埋场也未按要求建设污泥浓缩脱水机。督察人员基
本认定企业虚假运转、应对督察的事实。

垃圾填埋场负责人承认机器早已损坏，为应对检查而空
转污染防治设施、造假运行记录台账。

垃圾渗滤液治理设施不能运行，每天产生的大量垃圾渗
滤液去了哪里？通报指出，垃圾填埋场每日产生垃圾渗滤液预
计在 85 吨以上，一个 1500 立方米的渗滤液调节池难以存放
每天不断产生的渗滤液。督察人员怀疑渗滤液已被偷排，并对
渗滤液调节池和厂区周边进行实地勘察，同时要求厂方提供
相关渗滤液处理所用原料进货和入库凭证。

垃圾处理厂负责人承认，污染防治设施早已损坏，不能运
行，由范县城市管理局组织施工单位直接从垃圾场渗滤液调

节池铺设暗管，直通市政污水管网。
督察人员发现该暗管在一处污水井汇入市政污水管网，

垃圾渗滤液正源源不断注入。
督察组有关负责人指出，国家规定垃圾渗滤液未经处理

达标不得排入城市污水管网，范县城市管理局作为垃圾填埋
场的主管部门，不仅对垃圾填埋场违法偷排垃圾渗滤液行为
采取纵容态度，甚至直接安排市政施工队建设渗滤液偷排暗
管，执法犯法。

此外，督察组还发现，范县相关部门没有制定煤炭消费总
量控制方案，为避免被追究责任而临时编造方案，弄虚作假。

这位负责人表示，针对濮阳的问题，督察组将深入调查，对
弄虚作假应对督察，以及长期偷排问题一查到底，严肃处理。

采访王焱刚的过程有些漫长，因为他
的对讲机不断造成“干扰”。

“不好意思，警情就是命令，我必须随
身携带。”王焱刚略带歉意对记者说。对讲
机也可以说是“他的命”，尤其是爱人与他
分开以后。

王焱刚，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都匀市公安局特巡警大队大队长，皮肤黝
黑、身材结实、眼睛机灵、动作麻利，全身散
发一股“尖刀部队”带头人的血性气派。

在他看来，特巡警大队作为公安局的
“尖刀部队”，发挥着极端重要的作用。

几年前，当地“两抢”案件频发，猖獗时
期一夜间发生十多起。王焱刚和特巡警大
队的队员们不得不时刻提高警惕，采取超
常规措施进行打击。组织街面巡逻防范，处
置突发性事件……在对讲机里，队员们时
时刻刻都能听见王焱刚在指挥调度。

“一个不知疲倦的人，就像一台体力永
动机。”特巡警大队教导员屈亮对“师父”这
般佩服。回到家中对讲机也不离身，就连睡
觉也是放在枕边，并且保持开机状态。

“这怎么能睡得着？”记者问王焱刚。
“我倒是其次，关键家里人睡不着，对

讲机里吱吱呀呀，声音满屋子钻！”迟疑着
说出这句话，王焱刚的眼圈红了。

由于对讲机总是给生活带来严重影
响，妻子最终选择了离婚。王焱刚也努力
过，希望妻子能理解特巡警工作的特殊性，
等到治安形势转变，家里就能回归宁静的
生活。

汗水换来了平安，最近两年，都匀市全年“两抢”案件只有
10 多起。遗憾的是，妻子却和他分开了。

为全身心投入打击街面“两抢”，面包车曾是王焱刚的家，
“面包车相对比较宽敞，队员一起吃喝睡都在里面。”他说。

“车里除了没有马桶，别的啥都有。”王焱刚介绍。当大家
穿着便衣时，别人还以为是专修楼房漏水的工人。

十多年特巡警生涯，王焱刚多次直面生死。其中一次，就
是缉捕灭门案嫌疑人。

记忆中，直面生死的情景让人心惊。“走过去一拍男子的
肩膀，他一回身，我看到他满身是血。”王焱刚回忆。他和男子
的距离不到 1 米，低头又发现对方手中还有一把大约 20 厘米
长的刀，刀上还有血。

持刀男子情绪激动，扬言杀死屋内所有人后再自杀。王焱
刚当机立断，左手抓住嫌疑人手中的长刀，右手一把将对方制
住，随后其他队员立即上前，一起制服了嫌疑人。

头上的几道疤痕，是王焱刚特巡警生涯的别样“勋章”。
“目标是零发案，路还长，要努力。”他说。

(记者汪军)新华社贵阳 6 月 19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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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的阳光暖烘烘，李焕财让女婿
抱着全家的被子出来晒。这个很平常的
场景在过去却不多见。

“过去住在采煤沉陷区，被子拿出来
一会儿就落一层煤灰。”李焕财说。

2018 年，68 岁的李焕财平生头一
次住上楼房，彻底告别生活在采煤沉陷
区的日子。两室一厅的新家干净、敞亮，
地面瓷砖擦得锃亮。

李焕财生在黑龙江省鸡西市城子
河区，后来成为煤矿工人，对沉陷区的
生活再熟悉不过。居住难、出行难、吃水
难、如厕难、上学难、看病难……住在这
里，有太多不便。

他说：“因为下沉，下大雨的时候屋
里积水半米多深，能没到炕沿儿。”
在黑龙江省，鸡西、七台河、双鸭山、

鹤岗市被称为四大煤城。四大煤城“缘煤
而生”，为新中国发展作出过贡献，但长期
煤炭开采形成数百平方公里采煤沉陷区。

李焕财的经历，是 14 . 05 万户生活
在四大煤城沉陷区家庭的缩影。采空区
导致部分地面塌陷、房屋墙体开裂、管
道暴露在空中。城子河区安置办副主任
赵玉启说，辖区内一条河 20 年前与桥
面差两三米，现在却几乎持平。

黑龙江省住建厅住房保障处处长
陈勇志说，2002 年以来，从国家到地方
进行了数轮煤城棚户区改造。截至 2014 年底，还有 14 . 05 万
户居民生活在四大煤城采煤沉陷区。

在中央支持下，2015 年黑龙江省启动投资 200 多亿元、
旨在彻底治理采煤沉陷区棚户区的新一轮歼灭战。14 . 05 万
套新居 2017 年底已建成，目前四煤城 40 多万群众正陆续搬
离沉陷区。

针对困难群体多、需求复杂等实际，四煤城因地制宜出
台优惠政策：有证房“拆一还一”，无证房少量补偿货币；新房
由政府初步装修，可拎包入住等。李焕财一家有证房、无证房
及地面附属物换算后，搬进 60 多平方米楼房基本没花钱。

对更贫困的家庭，四煤城试水“共有产权”。原房屋面积
“拆一还一”，增加的面积如果买不起可先交租金租住，租金每
月每平方米仅 0 . 5元，将来还能按成本价回购租住面积。

不只生活改变，人的精神状态也有了变化。“过去的条件，
孩子找对象都不愿往家领。”李焕财现在觉得，日子肯定会越
过越带劲儿。

李焕财的老伴季秀琴说，刚上楼时，李焕财因为兴奋晚
上睡不着，经常把她推醒了聊天。“洗澡不用往外跑了”“冬天
不用烧炉子扒灰了”……絮絮叨叨一大堆话，不知不觉就到了
天亮。

(记者强勇)新华社哈尔滨 6 月 19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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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广州 6 月 19 日电(记者詹奕嘉)广东省公安厅交
通管理局 19 日下午通报称，该省交警部门今年 3月开始采
取专项行动打击买卖记分违法行为，截至 5月 20 日已刑事
拘留 7 人、行政拘留 63 人，教育警告涉嫌“黄牛”人员及代扣
分人员 350 人次。

广东交警还公布了一批买卖记分的典型案例。今年 3
月，广州市交警支队天河大队违法处理大厅便衣民警发现一
名王姓男子有代人扣分的嫌疑。后该男子承认正代人办理一
宗扣 3 分的交通违法，报酬是 1 分 100元，且此前还曾帮他
人办理过两宗扣 3 分的代扣分。天河公安分局对王某做出治
安拘留 5 日、罚款 200元的行政处罚。

东莞市交警支队侦查大队发现 1 个“买分卖分”团伙长期
活跃在常平违法处理大厅，经调查后抓获组织者和参与者共
11 人，并缴获大量涉案行驶证、驾驶证及用于记录买分、卖分
交易数据的账本。该团伙组织分工很细，陈某主要负责联系
“买家”，谈交易价钱及见面时间；肖某负责粘贴、派发小卡片，
寻找并接送卖分者；罗某与“买家”见面，并对卖分者进行培
训。该“买分卖分”团伙成员已被行政拘留。

今年 4月，东莞交警支队侦查大队发现大岭山交警大队
附近一个违章代办点经常有可疑人员出入。经突击查处，现
场扣押该中介 21 本账本及大量驾驶证、行驶证，涉及买卖驾
照交易车辆 289 辆，涉案金额达 40 多万元。非法中介店主钟
某、刘某两人均被拘留。

广东交警严打“买卖分”

▲乐亭县毛庄镇永平笤帚专业合作社员工在晾晒扎制好的笤帚（6 月 19 日无
人机拍摄）。

河北省乐亭县毛庄镇手工扎制笤帚历史悠久。近年来，该镇建立起多个笤帚专
业合作社，通过实行统一的集约化经营模式，将笤帚产业发展成农民致富、财政增
收、出口创汇的特色产业。目前，该镇生产的笤帚已销往韩国、日本、阿联酋等国外
市场，年创汇折合人民币 2000 余万元。 新华社记者牟宇摄

笤帚出口助增收

环保督察“回头看”：

濮阳部分区县弄虚作假应对督察

新华社北京 6 月 19 日电(记者白瀛、史竞男)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 19 日通报，一些电视台播出的“O 泡果奶”“莎娃鸡尾
酒”“邦瑞特植物防脱育发露”等广告，存在导向偏差和夸大夸
张宣传、误导受众等严重违规行为，已要求各级广播电视播出
机构停止播出。

通报称，宣传“O 泡果奶”“莎娃鸡尾酒”的电视广告，部分
内容含有表现学生早恋和少男少女饮用酒精饮品感受等情

节，价值导向存在偏差，易对未成年人产生误导，影响未成
年人健康成长。

通报还称，宣传“邦瑞特植物防脱育发露”“汉方育发
素”“飘宣秃大夫发根活力素”的电视广告，存在夸大夸张宣
传、误导受众等严重违规问题。

通报称，上述广告违反了广告法、广播电视管理条例、
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等规定。

广电总局叫停“O 泡果奶”等违规广告

“清末民初，海州实业家沈云霈任邮传部尚书负责修建铁
路，对沈氏家族订立三条家规：不准其亲属为铁路承包商做
说客，不准族人参与陇海铁路修建，要求家族把经营所得捐
献出来用于陇海铁路建设……”近日，在江苏海州经济开发区
举办的“海州廉商”展览会现场，讲解员为连云港远洋流体设
备有限公司、正大天晴药业集团等辖区 125家央企和民营企
业家讲述当地历史上有德商贾名人廉洁小故事。

今年以来，江苏海州经济开发区党工委挖掘当地历史资
源，把廉洁文化中蕴涵的清廉、笃信、尚德与企业文化有效融
合，整理出石曼卿、王同、沈云霈等 14 名海州历史上有德商
贾名人典故，以文化长廊、微博微信、文艺演出、公益广告等
为载体，向企业商户广泛宣传，不断增强“海州廉商”影响力，
积极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至目前，共先后举
办各类活动 32 场次，观众达 3800 多人次。(李浩、王兆龙)

海州：“廉商”文化沁人心

父亲的守护

▲近日，廖斌晟在家中陪女儿廖永红聊天。

廖斌晟一家住在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郑家管理处桥头村
小组。68 岁的廖斌晟，40 多年无微不至地照料患有先天性脑
瘫的女儿廖永红，与她形影不离，深沉的父爱撑起整个家庭，
温柔呵护着女儿的世界。“我女儿虽然身体残疾，但依然是我
的‘掌上明珠’。”廖斌晟说。 新华社记者胡晨欢摄

淇 河 生 态

保护建设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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