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谭勇

7月22日早上六点半，南乐县龙澄
环保公司的郭师傅驾驶着农村生活垃
圾清运车从驻地准时出发，沿规划路线
收集垃圾，然后运送到垃圾处理厂集中
处理。记者在南乐县城乡环卫一体化
调度指挥中心现场，通过监控大屏幕可
以清晰地看到他的运行轨迹。

城乡环卫一体化是我省农村生活
垃圾治理“破冰”之路的一种探索。我
省共有 1808个乡镇、46116个行政村
和近20万个自然村，通过这一探索，正
撬开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的突破口。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待“提速”

按照要求，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时，全国 90%以上的村庄生活
垃圾要得到有效治理，实现“五有”，即
有齐全的设施设备、有成熟的治理技
术、有稳定的保洁队伍、有长效的资金

保障、有完善的监管制度，并逐省验
收。今年6月在海南召开的全国农村
生活垃圾治理现场会又提出，2019年
底前中部地区必须完成验收，比全国
提前了1年时间。

“时间紧、任务重，全面推进农村
生活垃圾治理工作到了一个关键的节
点。”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厅长裴志扬压
力不小。

“农村垃圾治理工作起步较晚，与
城市相比还有不少差距。”住房城乡建
设部村镇建设司副司长卢英方说，目
前，全国大约还有1/3村庄的生活垃圾
没有得到收集，已经实现处理的农村垃
圾中，有1/3未达到无害化处理水平。

去年的统计年报显示，截至 2016
年底，我省建制镇的生活垃圾处理率
是 77.84% ，而 无 害 化 处 理 率 只 有
9.72%，与城市 95.99%的生活垃圾无
害化处理率相比差距甚远。

事实上，农村垃圾治理关键在于
县级政府的落实和推进。一些县市对

收集转运模式、长效运营机制等缺乏
长远考虑。许多县市大力推行农村垃
圾全收全运全处理，严重加剧了终端
处理设施的负担，也给地方财政带来
沉重的负担。加上地方政府发动全民
参与的积极性不高，村民缴费的覆盖
面偏低，日常监督管理薄弱。“这些都
是造成农村垃圾治理工作滞后的重要
因素。”卢英方说。

持续探索破解之道

行政村保洁全覆盖、推进垃圾源
头减量和分类、排查和整治非正规垃
圾堆放点……我省各地正在通过一系
列行之有效的探索措施“破冰”农村生
活垃圾治理。

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南乐县投
资2500余万元，全面推行城乡环卫一
体化，将全县所有村庄纳入生活垃圾
治理范围，形成了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党委重视、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分类

处理、三级监管的“南乐模式”。兰考
县初步形成了“户分类投放、村分类收
集、乡分类减量、县分类处理”的四级
分类模式。到2018年，济源市计划建
成 400个达标村、200个示范村和 33
个精品村，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我省各地重点排查了城乡接合
部、环境敏感区、交通干线、江河沿线
等区域，摸清掌握了城乡垃圾乱排乱
放点的数量、规模和分布的情况。”省
住房城乡建设厅巡视员陈华平介绍，
截至6月底，全省非正规垃圾堆放点已
经有41个县（市、区）录入了841个点，
9个县（市、区）录入了 51个漂浮垃圾
堆放点，54个县（市、区）完成基本情况
调查表录入工作，并都建立了治理工
作台账。

“我省已经出台了《关于全面推进
农村垃圾治理的实施意见》，并制定了
《河南省农村垃圾治理达标验收办
法》，持续探索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路
子。”陈华平说。②9

本报讯（记者 李林）7月21日，郑
州市建委传出消息，备受关注的郑州
南地铁站结构布局正式出炉，该站为
地下5层岛式车站，将与郑州南高铁
站同步开通。

据介绍，郑州南地铁站位于郑州
机场东南方向约6公里，距郑州市区
约40公里，处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
实验区中部核心地带，为地下车站。
该站为轨道交通13号线与城郊铁路
二期工程9号线的换乘站。

根据公告显示，地铁13号线郑州

南站为地下三层岛式车站。车站长
328.85米，标准段宽 23.1米，共设置
两个出入口、两组风亭，总建筑面积为
22030.56 平方米，主体建筑面积为
19974.56平方米。地铁9号线郑州南
站为地下两层岛式车站，车站长672.64
米，标准段宽22.9米，设置有6组风亭，
总建筑面积为35978平方米，主体建筑
面积为31051平方米。

据悉，该项目按计划于今年7月
开工，车站主体结构施工设计工期15
个月，2018年10月竣工。③7

本报讯（记者 宋敏）7月23日，记
者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
今年我省计划购买1100个基层公共
管理和社会服务岗位（含国家级、省级
贫困县各追加2个），吸纳应往届未就
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8月3日起
启动统一报名。

此次政府购买的基层岗位，面对
乡镇、街道办事处、社区居民委员会、
行政村，分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两大
类，共有教育、卫生、劳动就业、社会
保障、社会救助、住房保障、社会工
作、残疾人服务、养老服务、农技推广
10种专业岗位。招聘对象包括2017
年应届（含专科生、本科生和研究生）
和离校未就业的2015届、2016届高
校毕业生。

政府购买岗位工作采取公开招
募、自愿报名、考试选拔、统一安排的
方式，按照报名、考试、体检、选岗、公
示、岗前培训等程序依次进行。全省
统一报名时间为8月3日至5日。符
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可到报考基层
岗位所在地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

“政府购岗”办公室报名登记。
入选者就业后，基层岗位待遇分

为岗位基本工资、岗位工龄工资和社
会保险补贴三部分。2017年岗位基本
工资标准为：专科生不低于1750元/
月、本科生不低于1850元/月、研究生
不低于1950元/月，并随最低工资标准
调整而调整。工龄工资标准从在基层
岗位连续工作满1年算起，每增加1年
工作时间，增加100元工龄工资。③7

□本报记者 陈小平

义务救援、不收钱物，出现意外、
后果自负。这样的保证书你会签吗？
搭救溺水者、打捞群众财产……不管
是冰冷刺骨的河水，还是肮脏腥臭的
污水。这样的事你肯做吗？这样的保
证书，黄伟和他带领的商丘市水上义
务救援队队员都签了。

黄伟是“商丘好人”联谊会会长，
商丘市水上义务救援队和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服务队的发起人、队长。7月22
日下午，记者在救援队大队部见到了
黄伟，听他讲述了他的9年公益之路。

黄伟是一名冬泳爱好者。常年在
自然水域游泳的他，曾多次参与营救
落水群众，并目睹过天价捞尸给溺水
者家属带来的伤害。“不能让天价捞尸
的事情再发生在我们身边。”抱着这样
一个朴素的想法，2008年 5月，黄伟
发起成立了由13名冬泳爱好者组成
的商丘市水上义务救援队。

在商丘包河，为打捞一名轻生男
子，黄伟不畏零下 3摄氏度的低温，
第一个跳入河中，仔细搜索每一片水
域。整整6个小时后，当投河者的遗
体被打捞上岸时，黄伟已经冻得浑身
发紫，说不出话来。

在山东单县黄河故道，为打捞一

具溺水者遗体，黄伟和5名队员在水
中搜索了 3个小时。虽然右脚受伤
严重，他却不肯提前上岸。

在新蔡县，为参与一次翻船事故
营救行动，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才23
天的黄伟，连续奋战了6天6夜……

9年来，救援队的足迹遍及河南、山
东、安徽，参与义务救援432次，挽救了
60人的生命，打捞出溺水者遗体306
具，打捞群众财产价值700多万元。

“关键时刻能够挽救生命，能给
痛失亲人的家属提供帮助，就证明我
们的救援队成立对了，就证明了我们
存在的价值。”黄伟说。

针对溺水死亡者大多是青少年儿
童的现象，9年中，黄伟他们先后走进商
丘1100多所学校开展水上安全知识宣
传，培训学生107万人次。通过深入宣
传，近几年商丘市区溺水事故大幅度减
少，2016年较往年减少近50%。

黄伟还不断拓展志愿服务的范
围。2013年6月，他组织救援队中符合
条件的14名队员一起加入了“中华骨
髓库”，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志愿者，
他本人先后两次捐献造血干细胞。

有人问黄伟，坚持9年公益图什
么？他说：“我要让咱们老百姓在发
生危险、遇到困难时，能够切身地感
受到，好人就在身边！”③5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记者从7月
23日召开的洛阳市重点工作推进会上
获悉，今年以来，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深入推进，在重点企业用电等指标
持续改善的带动下，洛阳市工业继续
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企业效益积极改
善。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
营业务收入和利润分别增长15.1%和
34.4%，利润增幅居全省第一。

作为全国老工业基地，洛阳市去
年以来积极落实国家和省的政策措
施，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全
国地级市中率先出台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1+N”政策框架。今年5月，

洛阳市因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力度较
大，支持传统产业改造、培育新产业新
业态新模式、承接产业转移和产业合
作等工作成效突出，受到国务院通报
表扬。

据分析，去年下半年以来，由于工
业品价格逐步回升，市场环境持续改
善，洛阳市企业生产明显向好。先进
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洛阳传统支柱产
业通过转型升级、延链补链，激发出
新活力。今年上半年，洛阳市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完成 760亿元，同比增
长 8.4%。洛阳市 50 户重点企业产
值增长 14.8%，同比提高 23 个百分

点；39 家企业实现正增长，同比增
加 18 家。装备制造、新材料等行业
增长加快。其中，中信重工产值增长
50.1%，同比提高 76.9个百分点；洛阳
石化产值增长 33.7%，同比提高 47.5
个百分点。

据悉，下半年，洛阳市将以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全力推进工业投
资百日攻坚，重点项目“集中会战、攻
坚推进”等活动，同时持续深化地企合
作、生产要素保障机制，加大产销对
接、银企对接，实施创新驱动，强化企
业服务，推动转型发展，确保工业经济
平稳增长。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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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水”生活垃圾治理“破冰”农村环境改善

□本报记者 卢松

15年前，女大学毕业生吴新芬义无
反顾和失去双臂的军人王俊景组成一
个幸福家庭，成就了部队的一段佳话。

“我们两人共用一双手、一个碗和一
双筷子，每天生活得都很幸福。”7月21
日，刚刚获得全国十大“最美拥军人物”
的吴新芬，接受记者采访时开心地说。

今年42岁的吴新芬从小就崇拜军
人，上大学后更是经常往军营写信。一
次，听广播军事节目时，了解到西藏错那
的冰天雪地里驻守着一支边防部队，就
立即给那里的边防军写去了17封信。
一个多月后，吴新芬收到了两封回信，其
中一封就是王俊景写的。“在随后的信
中，我们谈边防，谈理想，谈工作和生活，
慢慢成了好朋友。”吴新芬回忆说。

1997年，王俊景在执行任务中被

高压电击中，四肢几乎烧成焦炭。得知
这一消息，已在郑州参加工作的吴新
芬，义无反顾地赶到王俊景治疗的医
院，并全力悉心照料他。吴新芬为他端
屎、端尿、念书、读报、唱军歌，并自学按
摩技术，每天为他全身按摩。

吴新芬无私的爱，给了王俊景巨大
的精神鼓舞，增强了他战胜病魔的信心
和勇气。当时经历了4次病危、7次植
皮、1次截肢，医生断言一辈子将在病床
上度过的王俊景，在吴新芬日复一日的
悉心照料下，竟奇迹般地站了起来。

2002年8月1日，吴新芬顶着各种
压力选择了与王俊景结婚。“当晚，我抱
着俊景流泪了，这泪水不为别的，是为
自己成为一名边防军人的妻子而高
兴。”吴新芬说，“我实现了做一名军嫂
的梦想。”

王俊景家里有80岁的奶奶，年近
半百的父母，还有一个身患脑瘫的哥
哥。吴新芬毫无怨言，毅然挑起了全家
生活的重担。为增加收入，她蹬着借来
的三轮车穿梭在大街小巷，捡垃圾、收
破烂，把积攒下的钱买成营养品。为改

善家里的经济状况，她承包10多亩贫
瘠的山地，干起了从未干过的农活。在
吴新芬的努力下，原来那个支离破碎的
家又有了生气。

如今，王俊景学会了用嘴写字，开
关电视，敲电脑键盘，还能编发短信，他
们的女儿甜甜也慢慢长大了。

吴新芬一直爱军营爱绿色，把军人
当亲人。她在中国禹州网上建立“军嫂
主页”，讲述爱国拥军和王俊景自强不息
的故事；成立“兵之梦和唱团”，到军营慰
问演出；自费千里走边关，慰问边防官
兵。同时，捐款10多万元，支持家乡农
村和希望小学建设……多年来，吴新芬
和丈夫以实际行动传递着真情大爱。

吴新芬的拥军之举获得过很多荣
誉和称号，但她最喜欢“军嫂”这个称
呼。吴新芬说：“军人永远是最可爱的
人。我骄傲，我是军人的妻子。”③7

吴新芬：我骄傲，我是“军嫂”

洛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幅全省第一

政府购买岗位1100个
吸纳应往届未就业大学生

好人就在身边
——记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黄伟

德耀中原
道德模范在身边

郑州南地铁站结构布局出炉
为地下5层岛式车站 2018年10月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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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重工产值
同比提高76.9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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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石化产值
同比提高47.5个百分点

增长3333..77%%

脱贫攻坚 电力护航

7月23日，
灵宝市供电
公司员工冒
着酷暑在 10
千伏西林线
施工现场加
紧作业，为山
区群众脱贫
致富提供电
力保障。⑨6
蒋少辉 摄

7月22日，
扶沟县供电公
司工人在包屯
镇斗仓村进行
电网改造。炎
热酷暑，电力
工人奔赴全县
50个电力设施
薄弱贫困村，
落实电力扶贫
攻坚任务。⑨7
张力友刘滨摄

社旗县山陕会馆以全国会馆之最、琉璃照壁之最、石雕木雕艺术之最享誉全国。近年来，该县依托山陕会馆打造“文
化社旗”名片，激活文化旅游基因。这里的商业古街车水马龙，古城墙、古城门等融入了古民俗、古工艺作坊为核心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习产业。7月22日，一名游客被这里精美的建筑，厚重的文化所吸引，流连忘返。⑨7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

山陕会馆激活
文化旅游基因

庆祝建军庆祝建军 周年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