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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农民朋友
注意了，购买农机有新补贴政策！4月
20日记者获悉，省农机局、省财政厅近
日联合下发《河南省2018~2020年农
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指导意见》，我
省农机购置补贴将围绕“四优四化”
为重点开展补贴，在中央财政补贴范
围内确定14大类30个小类61个品目
机具列入补贴范围，更好满足农业生
产需求。

与之前不同的是，我省对补贴范
围内机具实行“敞开补贴”。各县（市、
区）根据农业生产实际需要和补贴资

金规模，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在
省定补贴范围中，选取确定本县补贴
机具品目，优先保证粮食等主要农产
品生产所需机具和深松整地、高效植
保、节水灌溉、秸秆还田离田、畜禽粪
污资源化利用等支持农业绿色发展机
具的补贴需要。

“资金分配向粮油作物种植大县、
农机化薄弱地区和高标准粮田建设任
务较重的县适当倾斜。”省农机局相关
负责人说，补贴政策将按照自主购机、
定额补贴、先购后补、县级结算、直补
到卡（户）的要求来实施。③7

□本报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丰兴汉

唐河县城郊乡王庄村的脱贫户王
万才，今年 54岁，是远近闻名的文化
人：能写会画，还在网上开了微博，人
称“王秀才”。

4 月 18 日，记者来到王万才家。
一进门，就看见一张红彤彤的脱贫光
荣证贴在屋内最显眼的位置，窗明几
净的屋里摆放着崭新的双开门冰箱，
屋檐下的牡丹花开得正艳……眼前的
一切与脱贫前屋里脏得下不去脚的状
态判若两样。

早些年，“王秀才”生活却过得并
不如意：儿子患有脑瘫，妻子体弱多
病，“王秀才”成了贫困户，取个网名叫
“老树西风”。

2015年冬至，村干部王书运端着
饺子进了灶凉锅冷的“王秀才”家，给
他送来一个好消息：村里把他家确定
为重点帮扶对象。

此后，70多岁的老支书李喜才不
止一次地跑到家里给他说理打气；第
一书记徐向涛第一时间给他制定了脱
贫方案；县乡让他享受了一整套的社
会保障政策……

“这分明是将我的军嘛，咱可不能

躺在政策的温床上心安理得！”“王秀
才”鼓起了精气神儿就近打起了工，拿
手的泥瓦工手艺让他的腰包鼓了不
少，闲暇时仍上网码字，网名却换成了
“老树逢春”。

“这些春花生冒芽了。”在王家的
花生田里，妻子常海敏指着点点新绿
说，去年种了花生、红薯、西瓜，县乡村
还给全家办各种社会保险，小儿子也
有了残疾人补贴，老伴儿有了慢性病
诊疗卡，惠民政策的扎堆儿滋润，再加
上打工的收入，家里终于脱了贫，好日
子像春花生一样冒尖了。

“我这豆腐灶都盘好了，马上就要
开张营业。”“王秀才”在偏房里新砌了
一个大锅台，锅台上坐着一口硕大的
铁锅。他说：“我和老伴有磨豆腐的手
艺，下一步就在家门口卖豆腐。”

打零工、磨豆腐……王万才天天
忙得跟陀螺似的停不下来，偶尔偷闲
写几段短文和几篇诗词，网名又换成
了“老树繁花”。

2017年年底，生活好起来的王万
才主动要求脱贫摘帽！作为精准扶贫
政策的最大受益者，他对党有了新的认
识，今年3月份他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
申请书，希望成为党员，完成自己从受
益者向奉献者的角色转换。②40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4 月 24
日，全省机动车污染防治现场观摩会
在郑州召开。参会人员来到经开区
南三环与二十二大街交会处附近，车
流穿梭，不远处的“电子眼”紧紧盯着
快速行驶的车辆，0.7 秒，眨眼的工
夫，车牌号和尾气检测信息便出现在
道路前方的LED屏幕上。

这种“电子眼”不拍交通违法行
为，是专门关注车辆尾气超标与否的
固定遥感检测设备。去年 9 月 14
日，郑州市在全国首家投入使用了
10套这种设备，截至目前，共实时抓
拍车辆465万辆次，预计今年能抓拍
1000万辆次以上。

郑州的做法正在全省推广。根
据计划，2018年 6月底前，各省辖市
要在城市主要进口、高排放车辆通行

的主要道口安装10套以上固定尾气
遥感监测设备、2套移动式遥感监测
设备；2018年 9月底前，各县（市）要
安装 1套以上固定尾气遥感监测设
备、1套移动式尾气遥感监测设备，
各省辖市建立网络监控平台，实现国
家、省、市三级联网。

会上，省有关负责人指出，我省
机动车尤其是重型柴油车尾气污染
排放严重，柴油车占比高，工程施工
使用的非道路移动机械70%以上排
放都低于国Ⅲ标准，冒黑烟现象普
遍，成为造成城市灰霾、光化学烟雾
污染的主要因素之一。

统计显示，目前我省机动车保有
量全国第三，已达2418万辆，污染物
排放量达到392.7万吨，污染占比较
高。其中，郑州市汽车尾气污染已占

全市PM2.5污染的37%。
会议透露，作为全省大气污染

防治的五大战役之一，全省将以柴
油车为重点打响机动车整治提标攻
坚。从今年1月 1日起，全省范围内
已禁止制造、进口、销售和注册登记
国五（不含）以下排放标准的柴油
车。近期，省环保厅将修订发布
《河南省在用机动车排气污染物测
量方法及排放限值》，在用车排放
标准将更加严格。按照全省统一
安排，各地组织安装或升级改造柴
油货车尾气后处理装置，推广车用
尿素。

此外，2018年年底前，全省还要
对城市公共服务单位的尾气超标排
放老旧车辆进行全面整治，分类予以
淘汰、更新和改造。③4

春天，万物竞相生长。在尉氏县
财政局大院，红的花、嫩的芽，春的气
息随处可见……小桥流水，健身场区，
怡人的环境中，财政干部职工严肃活
泼，紧张有序地投入到县域经济社会
发展的浪潮中……

尉氏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持续飞
跃发展，可以从一个个财政数字中看
到。脱贫攻坚、美丽乡村、城市配套、
民生事业……尉氏财政用“片片红叶
化春泥”般的精神呵护，默默地奉献着
县域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

财税之花硕果丰

2016年 5月份，尉氏县财政局新
一届领导班子成立后，狠抓收入，稳调
结构，强化财政管理，积极推进税制改
革，细化目标考核，抓好分解落实，一
举扭转收入增长的颓势，财政收入任
务成效丰硕。2017年全县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完成176087万元，收入总量
在全省157个县区排名第28位，在开
封市属四县排名第1；税收收入累计完

成122896万元，税收总量在全省157
个县区排名第 29位。财政业务交出
了一份亮丽的答卷。

成绩的取得，离不开一个强有力
集体的打造。去年 5月初，尉氏县财
政局在林州红旗渠干部教育学院成功
举办了财政系统党性教育培训班。去
年8月9日，局领导班子带领全体中层
干部，赴省廉政文化教育馆参观学习，
集中接受廉政文化教育。这些参观教
育活动激发着同志们争做忠诚、干净、
有担当的财政干部。

服务是提升形象的有效途径，良
好的服务能使工作高效升华。尉氏财
政局将 2017 年定为“服务效率提升
年”，并围绕此主题开展一系列活动。
系列活动通过征求意见、发放调查问

卷、开展大讨论等形式，将收集到的意
见建议进行归类、整理、分析和利用，
全面提高了财政系统人员的综合素质
和管理水平。

公平公正阳光透明的人才干部选
拔与实行综合量化考核相结合。去年
以来，该单位推行综合量化考核法，将
工作分解成日常考勤、业务开展情况、
取得成绩荣誉及参与省、市、县、局本
身举办的各项活动等若干指标，每月
准确、及时地录入汇总表，上报党组，
张榜公示，年终以累计量化考核分值
及排名作为年度工作总结、评先定优、
选人用人等基础数据参考，为领导储
备人才提供依据。

一年来，全局参照该制度，通过公
开选拔、民主测评的方式共提拔任用

中层干部10名，极大地激发了干部职
工特别是青年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
性，营造了公开公平公正的选人用人
氛围。

民生事业总关情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各项
惠民政策的落实，一头连着财政，一头
涉及民生。近年来，尉氏县用小财政
托起大民生，让群众在惠民政策阳光
的照耀下幸福生活。

2017 年 尉 氏 县 各 类 民 生 支 出
38.6 亿元，增长 27.7%，占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的 71.7%。尉氏县财政局
安排资金 37688万元，用于补偿新农
合 患 者 报 销 医 疗 费 用 ，安 排 资 金
2287 万元用于建立医疗改革制度，

安排资金 9350万元用于提高城乡低
保补助、五保对象供养标准和优抚对
象待遇。

教育事业的发展离不开财政的支
持。该局安排资金 13008万元，用于
支 持“ 两 免 一 补 ”政 策 ；安 排 资 金
7073.2万元，用于薄弱学校改造和校
舍安全建设工作。

农村的发展离不开财政的支持。
该局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
12606万元，惠及全县 19.10万农户；
安排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资金 4970万
元，建设高标准农田3万亩；全年争取
上级财政专项奖补资金 12665万元，
做好美丽乡村建设示范县申报工作；
安排饮水安全资金1601万元，进一步
改善全县农民饮水安全问题；安排千

亿斤粮食项目资金6532.87万元，用于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面对精准脱贫和污染防治攻坚战
等艰巨任务，该局进一步加大扶贫资
金投入力度，重点实施好整村推进项
目、到户增收项目、产业扶贫、金融扶
贫、大病医疗保险扶贫等工作。全年
共 拨 付 扶 贫 资 金 5995.52 万 元 ，是
2016年的2倍多。该局安排大气污染
防治资金 1429.2万元；安排冬季清洁
取暖补贴2660万元，涉及农村居民用
电 191295 户，城区 543户，拨付建档
立卡贫困户清洁取暖设备补贴588.95
万元。

一项项“民心工程”织就了一张民
生保障网。

尉氏县财政局局长郭伟表示，下
一步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
垒作用，始终重视抓教育，带头行动抓
作风，坚持不懈抓创新，从严要求抓管
理，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为民的
财政干部队伍，为全县经济社会的稳
定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赵飞）

红叶片片化春泥
——记发展中的尉氏县财政局

□本报记者 谭勇
本报通讯员 冯文丽 温威

4月23日一大早，和往常一样，家
住南乐县近德固乡睢庄村的村民李晓
艳，把家里的垃圾打包整理好，放进了
摆在胡同口的垃圾桶里。随后，一辆
三轮车过来，把桶里垃圾运送到村北
三个只露出“脑袋”的“大蘑菇”——垃
圾地埋桶里，地埋桶有效避免了垃圾
异味四处飘散。“现在村里可干净了，
大街有人扫，垃圾有人收，农村环境不
比城里差。”李晓艳说。

如今在南乐县农村，随着农村垃
圾治理和环境治理的推进，人居环境
美了，农民观念变了，百姓心气顺
了。这只是我省全面推进农村垃圾
治理的一个缩影，也是大力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带来的喜人变化。

“剩饭剩菜算可腐烂垃圾，扔到
这个筐里；塑料瓶算可回收垃圾，就
扔到这个筐里。”在南乐县寺庄乡岳
村集村，岳大爷指着院里两个垃圾
筐，兴致勃勃地向记者讲解着垃圾分
类知识。这两个标注着“可腐烂”和

“可回收”字样的垃圾筐，是由政府统

一免费发放给各户的。
为了从源头上减少垃圾的产生

量，南乐县在全县12个乡镇选择30
个村庄，作为首批生活垃圾分类试
点，探索农村垃圾源头分类处理。寺
庄乡岳村集村正是该县垃圾分类减
量化处理的试点村之一。

为了让垃圾分类观念深入农家，
南乐县结合农村实际，制作了简单、
易懂、易学的宣传画大力宣传垃圾分
类知识。针对“什么样的垃圾能够回
收卖钱，什么垃圾可以发酵堆肥”，专
门印发了宣传手册，统一发放给每家
每户，并把垃圾分类减量化处理的详
细流程图和垃圾分类的明白纸张贴
在了村务公开栏上。他们还通过制
作墙体漫画，让村民们更直观地了
解，同时定期对垃圾分类知识进行宣
讲，形成了“垃圾分类”的浓郁氛围。

村里的垃圾有人扫、有人运，家
里的垃圾可分类、能回收……实施垃
圾分类、减量化处理后，试点村的生
活垃圾生产量明显减少了很多。根
据跟踪统计，每天可回收垃圾占总量
的 15%~20%，可腐烂垃圾占 20%~
25%，通过分类处理，垃圾转运量减

少40%左右，更便于资源化处理。
农村垃圾治理工作是2018年河

南省重点民生实事之一。“继去年对
10个省直管县市进行省级达标验收
后，今年年底前，每个省辖市三分之

一的县（市、区）要完成农村垃圾治理
省级达标验收任务，全省共计 62个
县（市、区）农村垃圾治理要达标。”省
住房城乡建设厅相关负责人对记者
表示。②9

本报讯（记者 谭勇）4月 22日，
记者从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获悉，省
住建厅等 11 部门日前联合印发
《2018年河南省重点民生实事之农
村垃圾治理工作方案》，根据该方
案，今年年底前，我省各省辖市三分
之一的县（市、区）要完成农村垃圾
治理省级达标验收任务，62 个县
（市、区）农村垃圾治理要达标。

根据方案确定的工作任务，荥阳
市、新密市、新郑市等62个县（市、区）
要按照“五有”标准（有齐全的设施
设备、有成熟的治理技术、有稳定的

保洁队伍、有长效的资金保障机制、
有完善的监督制度）的要求，全力推
进农村垃圾治理工作。具体而言，6
月底前，这些县（市、区）的村庄要按
照总人口数不低于2‰的标准配齐保
洁员，建立完善的村庄保洁机制，同
时全面完成区域内乡镇、村庄小型堆
放点的陈年垃圾清理任务；9月底前，
这些县（市、区）要完成所有乡镇垃圾
中转站项目建设和村庄垃圾收集设
施配备任务；10月底前，初步形成“扫
干净、转运走、处理好、保持住”的农
村生活垃圾运行体系。③7

本报讯（记者 陈辉）4 月 24
日，记者从省工信委获悉，《河南省
绿 色 制 造 体 系 建 设 实 施 方 案
（2018—2020 年）》（以下简称《方
案》）日前出台。《方案》提出以促进
全产业链和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
发展为目的，力争到2020年，全省
培育创建 100家绿色工厂和 10家
绿色园区，开发一批绿色产品，建
立若干绿色供应链管理示范点。

《方案》明确以钢铁、冶金、化
工、建材、装备制造、汽车及零部
件、食品、机械、医药、纺织服装、电
子信息等行业为重点领域，将绿色
工厂、绿色产品、绿色园区、绿色供
应链作为绿色制造体系的主要内
容。在创建绿色工厂方面，通过树
立推广用地集约化、原料无害化、
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
碳化等方式构建企业绿色发展模
式，每年择优筛选一批符合绿色工
厂要求的企业创建国家级绿色工
厂。在开发绿色产品方面，优先选
择量大面广、与消费者紧密联系的
产品进行绿色设计产品认证，实现
产品全生命周期内能源资源消耗
最低化、生态环境影响最小化、可
再生率最大化的目标。在建设绿
色园区方面，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化
利用水平，推动基础设施的共建共
享，促进园区形成低碳、可持续发
展的模式。在打造绿色供应链方
面，发挥核心龙头企业的引领带动
作用，带动上下游企业实现绿色发
展，构建涵盖采购、生产、营销、回
收、物流等环节的绿色供应链。

此外，为增强服务绿色制造
的能力，还将培育壮大第三方服
务机构，探索制定与绿色制造有
关的地方、行业标准。省财政还
将对成功创建绿色制造体系的申
报主体给予奖励，鼓励重点投资
项目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已认
证的绿色产品。③4

本报讯（记者 张海涛 成利军）
4 月 24 日，济源市举行 2018 年二季
度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

此次集中开工的项目共29个，总
投资57亿元，年度计划投资28亿元。
其中工业项目15个，总投资29亿元，
年度计划投资 19 亿元，包括泰新
20MW分散式风力发电、冶炼固体废
物综合回收利用等一批绿色新能源项
目和轴承精密制造、硬岩掘进机等一批
高附加值项目；农业项目4个，总投资

4.8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2亿元，包括
“俏花匠的花园”综合体、邵原镇美丽乡
村、承留镇农业休闲示范带等现代农旅
项目；服务业项目 5个，总投资 9.7亿
元，年度计划投资2.7亿元，包括河南亚
太有色金属现货交易特色商业街、东部
农业示范区粮食仓储物流、黄河湿地观
光走廊等项目；城建及其他项目5个，
总投资13.5亿元，年度计划投资4.6亿
元，包括西霞湖商务功能区综合开发、
北岸新区滨湖景观大道等项目。③4

我省全面推进农村垃圾治理

观念变了 环境美了

今年62个县（市、区）
农村垃圾治理要达标

我省重点治理柴油车尾气污染

三年内我省创建
百家绿色工厂

4月22日，郑州市郑东新区阿卡迪亚小区垃圾分类回收装置前，工作人员示范如何使用垃圾分类设备。郑东新区
将在10个小区推广智能垃圾分类回收装置，真正实现垃圾分类回收，让城市环境更优美。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我省确定61个品目农机具列入补贴范围

对购买农机具“敞开补贴”

济源市二季度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王秀才”改网名

4 月 20
日，宝丰县闹
店镇大香山葫
芦种植深加工
基地，美术师
在原有烙画、
彩绘和雕刻的
葫芦产品基础
上，创作的系
列“ 葫 芦 盆
景”，受到市场
青睐。⑨6
王双正 摄

脱贫攻坚的河南故事

助力美丽河南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