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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第37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

看浙江 望中原
□本报浙江报道组

4 月 2日，安吉白茶香飘四野，全
县农人进入一年中最繁忙的采茶季。

记者走进灵峰街道横山坞村一处
农家小院，村民董明真刚采茶回来，两
只手的拇指、食指和中指泛着黑青
色。看到记者进来，她拎个袋子热情
推销：“这是刚炒好的新茶，800 元一
斤，来一点吧？”

山好水好茶才好。她有这样的底
气，最大的依仗来自当地的生态环境。

干净，是记者一行走进横山坞的
第一印象。这个离“两山”理念发源地
余村不到 10公里的小山村，从高处俯
瞰，青山环抱、碧水依流，秀丽旖旎；走
进了细瞧，粉墙黛瓦、绿竹成荫，纤尘
不染。

只是有一件事让人奇怪：一路走
来不见一个垃圾桶，那垃圾去了哪儿？

正要开口询问，门口传来一阵音
乐声：“好想回到那片海，回到那片大

竹海……”董明真放下茶叶袋，返身从
屋里掂起两个筐一个桶，大步往外
走。记者跟出来一看，居然是台收垃
圾的小货车。

“您这又是筐，又是桶，是啥意
思？”记者问。

“垃圾分类呀！这是厨余垃圾，这
是生活垃圾，还有一个是不能回收
的。”她回答。

村委会主任郑光亮介绍，2005年，
横山坞刚开始人居环境整治时，村里
也放了很多垃圾桶。但后来发现经过
烈日曝晒、风吹雨打，这些大桶很容易
形成二次污染，所以就取消了。

近几年，村委会给每户配发“收纳
装备”，引导村民实行垃圾分类，并委
托第三方物业定时定点收集，最后送

到县里的中转站统一处理。现在，横
山坞已经实现了“垃圾不落地”。

很多大城市都难以实行的垃圾分
类，在安吉的广大农村却非常普遍，有
啥秘诀？

“我们把垃圾分成‘会烂’和‘不会
烂’两类，农民一听就懂。然后保洁员
们再次分类，将‘不会烂’垃圾分为‘好
卖’的和‘不好卖’的。”安吉县农办副
主任任强军说。

除了定时定点清垃圾，村民还能
随时“交”垃圾。在村口，记者发现了
一台智能垃圾回收装置。这个神似快
递云储柜的大家伙，通过手机 APP操
作，就能提供金属、塑料、玻璃、报纸等
9大类垃圾回收，并给予村民相应的兑
换积分。

任强军介绍，在县里的垃圾生态
处理中心，收回来的“会烂”垃圾经过
脱水、压缩、微生物处理等环节，出来
就是有机肥，一大早就有人等着领取，
很受欢迎。

除了利用先进技术，横山坞还充
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刚开始都
觉得麻烦，但推行了一两周大家都纷
纷点赞。”郑光亮说，“这里面我们村的
业委会出了很多力气。”

2015年年底，横山坞通过村民公开
选举，成立了业主委员会，负责给各家各
户划分卫生包干区，并定期统一评比。

“每次评比结果都要张贴到公告栏，差的
批评，好的奖励，现在大家都养成讲卫生
的习惯了。”业委会成员龚爱娣说。

干部组织实施，村民参与管理，横
山坞环境越来越美，日子越过越富，生
活越来越有盼头。

这两年，在人居环境大提升的基
础上，该村整理土地“挖元宝”，经营山
水“卖风景”，（下转第五版）

满村不见桶 垃圾去哪儿了
——安吉县横山坞村见闻

鹤壁收获670亿元融资“大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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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4 月 3日，
省委书记王国生到郑州铁路职业技术
学院调研并召开职业教育工作座谈
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指示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紧跟时代、提升认识，贴近
需求、强化措施，为河南高质量发展提
供更多创新型、技能型、实用型人才。

王国生走进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
院实训楼，察看列车运行自动控制、轨
道精准检测、地下施工虚拟仿真、移
动机器人创新应用等，与正在进行试
验的学生交流，询问他们学习感受，

了解科技创新社团活动开展情况。王
国生鼓励学生要葆有家国情怀，珍惜
好光阴、学到真本领，为投身让中原
更加出彩的事业积蓄知识和力量。他
对学院负责人说，要把教学科研与我
省交通发展实际结合起来，培养更多
实用人才，为河南综合交通枢纽建设
多作贡献。

在座谈会上，王国生与郑州铁路
职业技术学院、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
院、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河南机电
职业学院、河南省商务中等职业学校、
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等职业院校代表

深入交流，了解院校专业设置、生源规
模、开放办学、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就
业质量等情况，听取大家对教育改革
发展的意见建议。王国生指出，职业
教育是我省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重要
途径。我省人力资源丰富，职业教育
有基础、有优势，推动职业教育深入发
展，对提升河南整体教育水平、加快人
才强省建设、推进高质量发展意义重
大。要深刻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深
入贯彻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吃透省情、把握规律，深入谋划、完善

措施，发挥优势、扬长补短，提升职业
教育的质量水平。要树立正确人才
观，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把准办学方
向，提升青年学生的政治素养。要紧
跟国家战略，紧贴河南实际，紧扣发展
需求，优化学科结构，完善职教体系，
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教师
队伍建设，完善机制、多措并举，夯实
职业教育根基。各级党委政府要更加
重视职业教育，继续加大投入，破解发
展难题，走出一条具有河南特色的职
业教育发展路子。

江凌、霍金花参加调研。③5

本报讯（记者 屈芳）4月3日，省长
陈润儿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建设的重
要论述，讨论研究《关于支持郑州建设
国家中心城市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

会议指出，作为河南的省会、对外
的窗口、区域的中心，郑州的发展直接
关系到全省的发展，郑州的建设直接
影响到全省的建设。国家确定支持郑
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这是国家赋予
的新定位、是郑州发展的新机遇、是我
们肩负的新使命。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
目标导向，把握问题导向，对接政策导
向，做好与国家有关政策的研究对接，
做到与郑州大都市区、中原城市群、区
域一体化发展的统筹考量，引导、支
持、鼓励郑州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会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郑州的发展日新月
异、功能日臻完善、品质日趋提高，但
对照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标准，在综合
经济实力、城市承载功能、科技创新水
平、辐射带动作用等方面仍需加倍努
力。要把握支持重点，着力支持整合
市域资源、提高配置效率，着力支持深
化改革开放、提高治理水平，着力支持
调整优化结构、加快转型升级，着力支
持提升功能品质、增强承载能力，着力
支持搭建科技平台、提升创新能力。
郑州市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主体，
要立足引领中原发展、支撑中部崛起、
服务全国大局的目标定位，进一步强
化担当作为，提升城市品质、彰显城市
品位、塑造城市品牌，使之成为宜居之
城、创业之都、幸福之家。

会议研究了《河南省加快数字经济
发展实施方案》，强调要坚持统筹协调、
注意把握重点、加强融合应用、增强供
给能力，对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
数据资源共享、产业集聚发展、创新能
力提升与人才引进培育提出要求。会
议还听取了关于商丘市河南省华航现
代农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12·17”重大
火灾事故调查处理情况的汇报。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黄强，副省
长舒庆、徐光、何金平、刘伟，秘书长朱
焕然出席会议。③3

□本报记者 董林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春到信阳，扑面而来的，除了浓郁
的茶香，还有山林间怒放的映山红。

南湾湖畔，群山环绕，浉河区董
家河镇绿之风李芳希望小学，亦如一
簇火红的映山红，把春日的茶乡点缀
得绚丽多姿。

4月 3日，清明前夕。学校大门
一侧不久前落成的“桃李芳华园”
里，60 余名佩戴党员徽章的同志整
齐伫立在全国最美教师李芳塑像
前，祭英烈、怀英雄、温誓词、践初
心。他们是参加“清明祭英烈、遗志
永传承”主题党日活动的浉河区教
育系统的党员干部。

“身正为师，德高为范。”浉河区
教体局局长王天安动情地说，“李芳
老师用行动证明，在教师平凡的岗位
上，唯有脚踏实地、言传身教，坚持以
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方能真
正担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
人的责任。”

绿之风李芳希望小学校长王斌
告诉我们，3月 29日，李芳老师被河
南省人民政府评定为烈士和李芳老
师当选 2018“感动中原”十大人物的
消息一起传来，那天放学后，全校
1300 多名学生，排着整齐的路队走
出校园，步子迈得格外整齐，歌儿唱

得格外嘹亮。
春风化雨育桃李，润物无声洒春

晖。校园四周的宣传栏内，廉之风、
正之风、行之风、知之风、严之风等栏
目，图文并茂地展示着校园文化建设
成果。李芳老师往日校园工作的点
点滴滴，如缕缕春风，吹进每一个孩
子的心里。

教学楼上，“向李芳老师学习”
“弘扬李芳精神、争做新时代好教师”
的巨幅标语格外醒目；课间，孩子们
挤在“学习李芳活动”文化长廊下，幸
福地回忆着和李芳老师在一起的日
子；二楼的李芳图书室内，孩子们正
在看儿童读物，一双双眼睛求知若
渴，一张张笑脸天真烂漫；去年年底
竣工的“芳懿餐厅”内桌椅井然有序，
三位生活老师正忙着准备孩子们的
免费午餐。

学校办公楼的二楼会议室如今
建成了李芳事迹陈列馆。毕业于李
芳母校的李新熔，本来在信阳市机关
事务管理局工作，去年 8月，她毅然
选择重新招考，成了绿之风李芳希望
小学的品德与社会课老师。工作之
余，她主动担任起李芳事迹陈列馆的
义务解说员。

“只要一有空，我就会待在这里，
一件一件仔细地翻看李芳老师的遗
物，一个字一个字认真地品读有关
李芳老师的文章，（下转第二版）

□本报记者 徐建勋 李林

仲春时节，省会郑州花红柳绿，生
机勃发。不经意间，一场提升城市“软
实力”、改变城市风貌的“变革”正在这
里悄然发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管理要
像绣花一样精细。郑州的这一城市

“变革”是以“路长制”为载体、以“精细
化”为手段的城市管理体制的创新，着
力提升城市颜值，蓄积城市内涵，推动
城市高品质发展。

每天，近3000名“路长”的身影，活
跃在郑州市内每条大街小巷，他们和广
大市民群众一起，用尽职尽责的行动为
城市除旧布新，开启城市“新美篇”。

有了“大骨架”，还要有
“细肌理”

近年，郑州发展态势喜人，国家中
心城市建设引来八方瞩目。2018年全
市GDP突破万亿元、人均GDP突破10
万元、常住人口突破千万人，郑州跻身
特大城市行列。

然而，城市有了“大骨架”，还要有
“细肌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在
不断提升，一些道路不整洁、立面不美
观、车辆乱停放、设施不完备等城市管
理的“细节”问题显现出来。“这些看似
是市容市貌问题，背后隐藏的却是城
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不高、管理机制不
完善的现实。”有识之士直言不讳，“城
市管理的软实力就是未来发展的竞争
力。补齐短板，郑州才能赢得更大的
发展机遇。”

症结所在，施治所向。从 2018年

7月郑州开始推行“路长制”，将全市近
万条不同级别的自然道路划分为2641
条责任路段，先试点“试水”再全面覆
盖，努力完成一次城市“美化、净化、亮
化、绿化、文化”的“蜕变”。

砖缝里捡烟头，改变从
点滴做起

4 月 2 日，郑州郑东新区德惠街

上，居民常胜利刚宴请完几位外地来
的好友，其中一人顺手丢下了燃灭的
烟头。这下子常胜利紧张起来，“我们
这条街道是挂了‘红旗’的，维护整洁，
人人有责，不能乱扔垃圾。”他立即捡
起了烟头丢进垃圾箱。

为啥这么维护路面卫生？常胜利
说：“德惠街上多是村民安置楼，大家
卫生习惯一般，路上的烟头多。特别
是人行道缝里，都是陈年碎烟头。但

开春后就见辖区龙子湖办事处的同志
们来街上捡拾烟头，连砖缝里的烟头
也抠干净了，后来知道那些人是‘路
长’，这干净卫生来之不易啊！”

郑州推行“路长制”就是在每条路
段设立责任路长，路长要把路上包括
市政设施、施工围挡、环境卫生、防汛
除雪、街面秩序、门前“四包”等这些细
碎的事情全管起来。包括捡拾烟头在
内的废弃物，（下转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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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上又见呦，映山红

王国生在职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

发挥特色优势 提升办学水平
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多样化人才

“路长制”开启郑州“新美篇”

4 月 1 日，郑州市中原区协作路，一幅幅充满年代感和新风尚的创意作品铺满了墙面，引来不少行人驻足观
看。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南阳籍院士专家故乡谋发展

落实减税降费 护航新兴产业
——平顶山市税务局发挥职能优势助力中国尼龙城建设

□本报记者 高秀良 张珍珍
本报通讯员 刘明明

2018年 3 月平顶山市政府推出
规划建设面积为 110 平方公里的中
国尼龙城建设方案，省政府专门出台
了《河南省尼龙新材料产业发展行动
方案》。中国尼龙城建设帷幕拉开以
后，平顶山市税务局立刻行动起来，
结合自身工作特点，主动作为，靠前

服务，以营造更优税收环境为着力点
和落脚点，聚力汇智服务中国尼龙城
建设，更好推动当地经济平稳运行。

为转型升级服务尽心尽力

2018 年平顶山市税务局全面落
实了国家对企业的税收 优 惠 政 策

“红利”，完成了相关配套措施，尤其
在减税降费、改善纳税服务等方面
作了大量工作。在此基础上，该局又

将 2019 年确定为全市税务系统“服
务提升年”，自觉提高思想站位，强化
岗位服务意识，提出以纳税人、缴费
人为中心的税收理念，把切实做好税
收服务上升到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
国家税务总局、省委省政府减税降费
政策的高度来考量每个部门的具体
行 动 ，严 格 按 照“ 减 税 降 费 政 策
100%落实、普惠性减免措施对小微企
业100%覆盖”的要求，(下转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