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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养血

———碧萝芷是一个大分子小分子复合体！ 小分子 18 分钟快速进入血液，大分子 72 小时长效

作用。 净化血液、增加血氧！

清毒

———碧萝芷是一个有 40多种清毒物质神秘配伍而成的天然复合物。 层层清除体内各种毒素。

清血液毒，清细胞毒，抗击氧化，彻底清毒！

养巢

———碧萝芷 18分钟内即可滋养卵巢血管、 年轻卵巢血液、24 小时持续不断清除卵巢毒素，激

活卵巢功能，保持自身雌激素的正常分泌，源源不断补充女性魅力！

碧萝芷“活血”、“清毒”、“养巢”美国专利，请登录美国专利局网站 http://www.uspto.gov/patft/index.html

核实。 专利号分别为：5,720,956；4,696,360；6,372,266B1

�

嫩肤

———直接修护胶原弹性蛋白，修复、补水、养护！ 保持真皮不老化！

鹤壁专卖：鹤壁市春天保健品有限公司

新区旗舰店：华夏南路三和金桥广场

电话：2215566

浚县总店：新华影院北 100米路东

电话：5522386

老区店：山城区春雷路五完小路口南路西

电话：6993086

淇县店：东环路中医院斜对面

电话：2118896

晨报讯（鹤壁日报记者 李建周）3 月 19

日， 在上午利用周末休息时间主持召开市委常

委扩大会之后， 市委书记郭迎光下午又对淇河

生态治理保护工作进行考察。 市政协原主席、市

淇河生态保护与开发利用领导小组组长李福

州，淇滨区区长仝大宏和市水利、环保、建设、林

业等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考察。

对淇河“一河五园”建设，郭迎光十分关心。

从 2008 年确定“保护第一、恢复生态，合理利

用、促进发展，适度开发、造福群众”方针以来，

“一河五园”建设进展怎样？ 郭迎光此次专门来

到正在建设中的淇河疏浚减漏工程、 淇河湿地

公园实地查看。 新区段南部的淇河疏浚减漏工

程施工现场一派忙碌景象， 了解到该工程已完

成河道清理任务，减漏正在加紧推进，预计今年

5 月底主体竣工、6月底全面完工、7月份蓄水，郭

迎光说， 现在离汛期还有 3个多月时间， 时间很

紧，工程量很大，要展开多个工作面同时施工，派

专人到一线搞好指导督查，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

按照时间节点保证如期完工，使高村坝启用蓄水，

展现旖旎的淇河风光与两岸现代化的高层建筑交

相辉映的秀美景象。了解到淇河西岸的生态园开

发合作协议已经签订， 项目修建性详规和滨河

景观带方案正抓紧设计， 郭迎光要求抓住当前

植树造林的有利时机，抓紧完善规划，尽早启动

建设，形成四季常青的原生态景象。 沿途看到，

淇水乐园的会展广场石材铺装已完成 1.7 万平

方米，广场绿化正在进行；淇水诗苑以诗经为主

题，融淇河诗文化、淇河风情、鹤壁人文于一体，

正在进行最后的提升工程； 淇河森林公园已经

种植形成景观林 10余公顷。 初春的淇河湿地公

园，万物复苏，杨柳萌芽，流水潺潺，白鹭、野鸭

不时出没。 目前湿地公园已造林绿化 678亩，栽

植各类苗木 5.9 万株、蒲草 2.9 万株，700 亩湿地

涵养区全面开工，今年 4 月底河道开挖将完成。

郭迎光查看了建设情况， 并与东方今典集团施

工负责人亲切交谈，询问他还有什么困难。 郭迎

光说， 看到眼前的景色心里很高兴。 现在看搞

“一河五园”建设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随着工

作的深入推进，“一河五园” 正逐步成为淇河生

态治理和保护的代名词， 还有更多的生态工程

需要规划建设，淇河也会更多地造福群众。

搞好淇河生态，要在建设“一河五园”的同

时，切实保护好淇河特别是防治好污染。 近期以

来，郭迎光接到一些群众来信，反映淇河污染问

题，对此他高度重视，批示有关部门加大治理力

度。 这次又专门来到 107 国道淇河桥西的一处

排污口现场查看。这里的污水从哪里来？向淇河

内排污的地方还有哪些？ 主要的污染源是什么？

郭迎光边查看排污口，边了解有关情况，与有关

人员现场研究解决办法。 得知淇河工业污染、水

源地污染已经得到防治，郭迎光说，这样保护淇

河的底线就守住了， 下一步要下决心解决生活

污染问题。 在这方面， 必须牢固树立从严的思

想，不能打折扣，不能降标准。 要迅速摸清底数，

制定五年治理计划， 针对每一个点的情况拿出

切实可行的办法，按照先易后难、先急后缓的原

则，统筹安排，分步实施，彻底解决，今年首先要

谋划论证治理项目，抓紧启动。 在搞好治理的同

时，必须把管理跟上去。 治理很重要，管理也不

可放松。 如果只是把治理搞好了，管理不到位，

那治理的效果就无法巩固。 要尽快研究制定切

实可行的管理办法，完善管理体制，做到治管结

合，同步推进，确保效果。 郭迎光还要求把南水

北调过境水利用、民主渠和思德河整治、新区城

市水系完善等工作与淇河生态保护统筹谋划、

统筹推进，力争用 5 年到 10 年的时间把鹤壁水

的文章做足做好。

保护好淇河，不仅要加强污染防治，还要搞

好淇河流域的绿化，只有这样，才能使淇河的植

被逐步恢复、水土得到较好保持。 沿淇河而行，

来到淇滨区上峪乡安乐洞村西部山区， 郭迎光

察看了紫晨农牧技术开发中心正在实施的荒山

绿化工程，与承包荒山的项目负责人详细交谈，

询问他们栽植品种、 经济效益、 用工人数等情

况。 了解到该中心以种植出口大型月季花起步，

目前承包的 7000 多亩荒山绿化正在实施，郭迎

光给予肯定。他指出，植树造林，百年大计。要把

淇河作为林业建设的重点，加大植树造林力度，

不仅让淇河的水更清澈， 而且让淇河流域的山

也绿起来，处处是青山绿水。 沿淇河的山区绿化

潜力很大，只要开动脑筋，多想办法，是可以大

有作为的。 要抓紧当前植树的有利时机，进一步

完善快速通道两侧绿化。 要不断创新林业经营

的体制机制，依法明晰产权、放活经营、规范流

转，加大招商力度，大力引进包括林业企业在内

的农业企业，走公司化的路子，进一步解放和发

展林业生产力。

在考察即将结束时， 郭迎光庄重地告诉随

行人员，我们经常讲淇河是史河、诗河、文化河、

母亲河，现在还要讲淇河是生命河。 这是因为，

我们的日常生活用水， 要靠淇河； 农业生产用

水，也要靠淇河；工业发展用水，还要靠淇河；建

设生态城市，同样靠淇河；聚集更多要素，很大

优势仍在淇河， 特别是对关系鹤壁未来发展的

中石化河南煤化煤化一体化等重大项目来说淇

河具有决定意义。 过去， 是淇河孕育了这座城

市；现在，是淇河支撑着这座城市；将来，依然是

淇河为这座城市带来蓬勃生机。 什么时候淇河

污染了，这座城市的生命力也就可能终结了。 我

们一定要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 以对鹤壁现在

和未来发展的高度责任感，充分认识淇河，正确

看待淇河，始终把生态保护摆在首要位置，坚定

不移地把淇河保护好、 建设好。 郭迎光反复叮

咛，这个道理，我讲，你们也要讲，讲给亲属，讲

给朋友， 讲给孩子， 让子子孙孙都理解这个道

理、牢记这个道理、落实这个道理，世代相传，永

志不忘，真正保护好“母亲”，守望好“生命”。

保护好“母亲” 守望好“生命”

郭迎光到淇河考察时指出：过去，是淇河孕育了这座城市；现在，是淇河支撑着这座

城市；将来，依然是淇河为这座城市带来蓬勃生机。要充分认识淇河，正确看待淇河，始终

把生态保护摆在首要位置，坚定不移地把淇河保护好、建设好

晨报讯（记者 李可 实习生 卢芳）3 月 18 日晚，郑州黄

河迎宾馆大厅内灯火璀璨，天琥公益行暨会员联谊活动在此隆

重举行。 河南天琥车友会与河南省希望工程签订公益合作协

议，将在今后三年内向省希望工程捐款 100 万元，设立河南省

希望工程首个车友会爱心基金，这标志着以“爱，让我们走得更

近”为主题的天琥公益行项目正式启动。

活动启动仪式现场，河南天琥车友会有限公司董事长柴天

钊代表公司向河南省希望工程捐款 100 万元，团省委副书记郭

鹏向天琥车友会会员及天琥公司代表颁发了“希望工程支持单

位”荣誉奖牌。

自 2011年 3月 19日起，天琥的各家服务站每洗一辆车，就

向希望工程捐出一元钱，并以此为基础，在三年时间内累计捐

款 100 万元。 河南省希望工程天琥车友会爱心基金设立后，将

首批拿出 10 万元，为贫困学童购买字典，目前首批启动资金已

经到位。

河南天琥车友会有限公司董事长柴天钊在谈到此次天琥

公益行活动时说，之所以将活动的主题定为“爱，让我们走得更

近”，是因为时下社会流行一种观点，人与人之间不足以信任，

冷漠多于微笑，天琥车友会希望通过这次活动，以“爱”的名义

让天琥与公益走得更近，会员与公益走得更近，人与人彼此走

得更近。

“我是土生土长的鹤壁人，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感情。 我不仅

会一如既往地全力支持家乡公益事业的发展，还会全力为家乡

经济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柴天钊说。

河南天琥车友会是一家专业为私家车提供服务的公司，采

取会员制运作模式，为会员提供精品洗车和车美容车装饰等多

元化服务。 天琥人将“源自不欺，始于专业”作为企业经营灵魂，

将“不要给客户带来麻烦，不要浪费客户的时间，不要浪费客户

的金钱”作为企业第一价值观，旨在打造中国汽车后市场服务

领域第一民族品牌。

天琥车友会三年内将向省希望工程捐款 1 0 0 万元

设立省希望工程首个车友会爱心基金

河南天琥车友会有限公司董事长柴天钊向河南省希望工程

捐款 1 0 0 万元。 晨报记者 赵永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