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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风猎猎，战鼓隆隆。
近日，信阳市新县金兰山街
道钟大湾区域正是一派热
火朝天的忙碌景象，县领导
们集聚于此培土奠基，一台
台挖掘机、重型卡车整装待
命，为新县人民医院新院区
的开工做足了准备。

“新县人民医院新院
区建设，既是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大精神的具体举
措，更是顺应老区群众长
久期盼的民生实事，我们
将以卓越实绩为全县卫生
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交出
一份满意答卷。”新县县长
李晓亮说。

据了解，新县人民医院
新院区、新县传染病医院、
新县精神病医院三个项目
均选址金兰山街道钟大湾
区域，占地面积373亩，总投

资7.5亿元，项目涵盖综合
救治、卫生应急、传染病防
治、精神病管理等领域。

项目建设“满堂彩”，幸
福画卷入眼来。

华灯初上，夜幕下的风
雅颂公园，古色亭廊、雅韵
地雕相映成趣，鱼跃水面、
市民信步，景致朦胧如画。
绿地景观、红色雕塑、休闲
步道、观景瞭台相合相融，
美不胜收。

“自从公园建成后，不仅
我们有了锻炼身体的好去
处，也多了一个陶冶情操的
好平台，沿路走，一路景，真
是让人赏心悦目。”市民张祥
说。

据悉，风雅颂公园位于
新县大别山路中段，总投资
约 6100 万元，改造面积
12.584 万平方米。由北向

南依次划分为风、雅、颂三
个主题园区。其中“风”指
风韵古香，展示乡土风情和
新县特色风俗景观；“雅”指
雅致山水，展示新县地域特
色山水景观；“颂”指颂歌红
城，展示红色文化传承。目
前风、雅园区已完工，颂园
区正在进行收尾工作。

今年以来，新县牢牢
把握“项目为王”的工作导
向，紧紧围绕全县“十四
五”规划，加快“美好生活
看信阳”建设步伐，聚焦基
建强基础、聚焦产业增动
能、聚焦民生补短板，一批
质量高、带动强、惠民生的
项目顺利落地、快速建成，
项目建设已成为推动新县
发展的“强引擎”和“硬支
撑”，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信阳新县：

凝心聚力抓项目 蓄势赋能谋发展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李鑫 通讯员 聂建武 黄彦宾

11月21日，在河南省信
阳市平桥区明港镇新集村的
信阳市明港喜阳阳种植专业
合作社，远远就听到此起彼
伏的羊叫声，成群健硕的湖
羊正盼着它们的“午餐”。只
见饲养员沿着圈舍将草料逐
一倒入食槽内，让羊儿们一
饱口福，一旁的工作人员正
在清洗羊舍，将羊粪收集后，
打包集中发酵。

该合作社总经理田立齐
说：“湖羊温驯，适应性强，特
别适合圈养，而且生长速度
快，繁殖率高。湖羊瘦肉多、
脂肪少、肉质鲜嫩、易消化、
膻味淡、胆固醇含量低，是绿
色肉食产品，符合现代消费
观念，每到出栏时节就被大
量订购。”

喜阳阳牧业养殖基地占
地73亩，设计有现代化羊舍、
精草料加工车间、青贮池等
车间，规划存栏量5000只，
年出栏1万只。初步形成了
集湖羊养殖、有机饲料加工、
自繁自育等一体的湖羊标准
化养殖基地。

据田立齐介绍，喜阳阳
按照智慧化、生态化、现代化
花园式种养结合一体化的农
业示范园标准打造，围绕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

为核心，通过实施基础设施、
产业支撑、公共服务、环境风
貌建设，积极探索推进农村
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新模
式、新业态、新路径，实现农
村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同
步”、一二三产业“三产融
合”、农业文化旅游“三位一
体”发展战略目标。

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的
关键，也是群众增收致富的
重要保障。合作社还种植有
金丝皇菊、黄蜀葵、艾草等经
济作物，面积达2000亩。常
年用工5000多人次，给附近
的村民带来了家门口就业的
机会，湖羊养殖需要消耗的
大量饲料可以从附近村民手
中收购，饲料的种植、管理、
运输、粉碎、打包等需要大量
人手。

负责给湖羊喂食的工人
刘再华说：“我们有七八位村
民在这里上班，离家较近，来
回也很方便，一月可以拿三
千多块钱。”

近年来，明港镇立足本
地资源优势，把培育发展壮
大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着
力点，大力发展特色种植
业、养殖业，有效拓宽群众
增收渠道，带领群众走上致
富路。

信阳市平桥区：
发展湖羊养殖产业
培育乡村振兴“领头羊”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李鑫 通讯员 胡新华 陈宁 吴芊芊

小小厕所，方寸之间，
却牵动着民生大问题，世界
厕所组织规定每年的11月
19 日为世界厕所日。当
日，信阳市潢川县魏岗镇高
楼村举行纪念“世界厕所
日”暨第六届寻找“乡村好
厕所”活动。

“今天，俺家厕所得了
奖，俺们全家都很高兴，以后
一定把厕所卫生搞好，不辜
负领导们的关爱，也让自己
的居住环境更卫生、更舒适。”
经过认真评议，获奖的村民
代表彭福海手拿“乡村好厕
所”荣誉牌高兴地说。

自农村厕所革命开展
以来，潢川县把农村改厕工
作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一
项基础工程、民生工程来
抓，迅速掀起“厕所革命”建
设高潮。目前，全县农村户
厕改造已完成44385户，农
村卫生厕所普及率80%，建
设乡村公共厕所300余个，
行政村建设公共厕所比例
100%。

抓统筹、营造浓厚氛

围。成立由县委、县政府主
要领导任组长的领导小组，
坚持月调度、季通报、半年
观摩，确保农村户厕改造责
任有人担、任务能落实、质
量高保障。出台《潢川县农
村“厕所革命”户厕改造奖
补办法》，以乡镇为单位组
织安装、施工及验收工作，
每月对乡镇、办事处排名通
报、奖补。将户厕改造与美
丽乡村建设相结合，走“粪
便资源+生态农业”的路
子，鼓励群众在房前屋后闲
置土地上建设“三小园”（小
菜园、小花园、小果园）。

抓标准、促进全面提
升。建立政府统一领导、公
共财政扶持、专业服务相结
合的推进机制，实行县乡村
三级联动负责制。对居住
较分散的采取瓮式三桶物
理自吸式模式进行改造，按
照“先行先试、示范引领、观
摩典型、统一带动”的原则
整村推进，目前，已在8个
乡镇29个自然村推广。在
居住相对集中，人口较集中

的村落、行政村驻地等创新
采取大三格模式，采用“大
三格+人工湿地”或一体化设
备处理设施，配套建设大型
化粪池、人工湿地、污水处理
厂等无害化处理设施。按照

“试点先行、逐步推广”的原
则，建立农村户厕改造示范
片区，按照目标任务，两年内
3个乡镇29个村（居）逐步完
成改厕任务8427户。

抓管护、着眼长效长
久。积极探索建立有制
度、有标准、有队伍、有资
金、有监督的“五有”后续
管护机制，确保厕所正常
使用。成立管护队伍，负
责改厕后的使用指导、设
施维修、粪污抽取清运、管
道疏通等工作。推广粪污
还田模式，做到粪污的无
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
采取“政府主导、农户主
体、社会参与、市场运作”
的运行模式，达到“坏了有
人修、脏了有人扫、满了有
人掏、粪水有处理”的改厕
长效管护机制。

信阳市潢川县：
优化政务服务 提高办事效率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李鑫 杨小燕 通讯员 刘力娜 徐家兴

为进一步做好青少年法
治教育，持续抓好“一号检察
建议”的贯彻落实，切实提高
未成年人法治意识，11月 8
日以来，信阳市固始县检察
院的干警们深入到各学校，
开展一系列检校合作活动，
助力校园法治教育建设。

固始县检察院的干警们

来到桃花坞中学、天福实验
小学等学校开展法治宣传活
动。活动中，干警们通过讲
述典型案例、现场提问解答
等形式，以通俗易懂的语言
向在校师生们宣传普及了校
园欺凌、网络安全、电信诈骗
等方面的知识及预防措施。
同时就《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
律法规以及如何运用法律武
器保护自己、维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等方面与同学们交
流，引导同学们从小树立法
治意识，学会用法律的武器
保护自己，获得了师生的热
烈掌声。

为了切实消除校园内安

全隐患，严防各类安全事故
的发生，该院干警还走进外
国语中学、陈集一中等学校，
对校园食堂、寝室以及消防
设备等进行逐一安全检查。
对于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
做了详细记录，并要求学校
整改，切实做到认真、细致、
全面、彻底，不留任何安全隐

患。
下一步，固始县检察院将

不断创新工作方法，通过检校
联手，进一步推动落实好“一
号检察建议”工作，与学校共
同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
多方位防线，切实为未成年人
的健康成长撑起一片法治蓝
天。

信阳固始：法治教育进校园 平安守护助成长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李鑫 杨小燕 通讯员 吴晓军

工人正在为湖羊喂食 张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