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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传真

本报讯(平顶山观察记者 白秋津)4月 24日，记者从平顶山
市民政局获悉，去年以来，该市积极推进城市社区规范化建设
工作，目前已有 15个社区完成“一有七中心一站”规范化建设，
社区服务用房布局更加合理，服务内容进一步完善。

据了解，“规范化社区”以“一有七中心一站”为标准创建，
即每个社区都要建有坚强的党组织、健全的居民自治组织、广
泛的社会组织；每个社区都要配备完善的社区便民利民服务中
心、社区综治服务中心、社区文体活动中心、社区老年人日间照
料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儿童服务中心、社区志愿
者服务中心；同时，还要建成一个应急管理服务站。

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服务中心是规范化社区建设的一项
重要内容。平顶山市探索构建以智慧养老为平台、居家养老为
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
务体系。目前已经建成54个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开展日
间照料服务。

据介绍，2019年平顶山市拟建成72个规范化社区，通过社
区规范化建设，使社区服务设施更加规范、社区服务体系更加
健全、社区党建更加坚强、工作人员队伍更加壮大、制度机制更
加完善，提升居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9

平顶山推进规范化社区建设
社区要拥有老年人日间照料服务中心

湛河区

废旧庭院变身“小微游园”

本报讯（通讯员 张旭长）4月 24日上午，平顶山湛河区曹
镇乡曹西村内的一块儿200余平方米的空地上，10余名群众正
和村“两委”班子成员一道，忙活着培土植绿，打造游园。

这块空地原是该村村民阮天友家的宅基地。现年 70岁的
阮天友是退伍军人，今年年初，听说家乡正全面推动乡村人居
环境整治，阮天友主动将老宅子交给村集体管理，让村集体将
其改建为开放式游园，供乡亲们免费休闲使用。

把村内的老旧庭院改建为小微游园，进而实现乡村花园
化，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绿色环境带来的生态福利，是
湛河区在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中推出的一项重要举措。

为落实好这项举措，湛河区要求区相关部门全面做好老旧
庭院的排查统计工作，在全面掌握各乡村老旧庭院分布现状的
基础上，与长期不居住的户主进行对接，承诺宅基地的最终使
用权仍归个人，按照自身利益、社会利益共同兼顾，群众自觉自
愿的原则，就具体托管事宜进行协商，并以村“两委”名义与户
主签订协议。

现年61岁的黄国斌是湛河区荆山街道梁李村人，全家都居
住在市区。今年 3月份，黄国斌接到梁李村村主任李保伟的电
话后，当即表示同意将自家的老旧庭院改建为游园，并主动捐
款3000元，用以支持家乡人居环境整治。

据了解，截至目前，湛河区已有200余户长期在外的群众与
村集体签订协议，自愿将家乡的老旧庭院按照统一规划，改建
为街头游园。9

本报讯（通讯员 郝振宇）“他和我是并肩战斗的好战友，也
是情同手足的好兄弟。他身上那种责任意识、担当精神、民生
情怀值得我学习。”4月 23日，平顶山市石龙区公安局民警郝伟
伟说。

郝伟伟所说的他，是石龙区公安局交警大队副大队长孙森
源。4月 10日上午，孙森源在工作时突发心脏疾病，经医院抢
救无效，因公殉职，英年39岁。

自从“平安守护”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孙森源始终战斗在防
事故、保畅通、护民安的第一线，取得重大战果，多次受到表彰
奖励，曾荣获全市“鹰城卫士”称号，连续多年被评为石龙区公
安局先进个人，6次被评为“优秀公务员”。

“他乐观向上，勤奋刻苦，做人脚踏实地，有强烈的正义感，
是一个值得交心的朋友。”回忆起和孙森源在一起的时光，和他
一起工作过的同事们潸然泪下。孙森源在交警大队工作期间，
共处理交通类警情事故 4000余起，在龙河派出所工作的时间
里，共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60余人。

参加孙森源同志遗体告别仪式的公安民警表示，孙森源把
平安留在了辖区的路上，把忠魂烙在了所有人的心中。一定要
弘扬“铁血忠诚、铁腕执法、铁守纪律”的鹰城公安精神，以砥砺
担当的韧劲、奋楫争先的勇气、忠诚履职的作为，为公安工作作
出积极贡献。9

□平顶山观察记者 白秋津
本报通讯员 吴改红 王亚然

4月中旬，汝州市汝河两岸绿意盎然，
水面波光粼粼。成群的天鹅在河面结伴
嬉戏，时而俯身戏水，时而盘旋飞舞。“快
看，快看，天鹅又来了！”前来游玩的市民
王女士高兴地说。

晴空之下，静静的北汝河宛若蓝色的
飘带环绕着汝州城。汝州因北汝河贯穿
全境而得名，河水从少变多，天鹅飞走又
飞回——一条河的前世今生里正是汝州
市近年来致力于生态修复、推进水生态文
明建设的生动写照。

实施碧水工程 改善水系生态

作为典型的资源型城市，曾经的汝河
北岸，因长期干旱少雨,加上屡禁不止的
私采滥挖导致植被受损、地下水位下降，
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过去，走到河边都得
捏着鼻子快走。到了晚上，蚊子嗡嗡乱
飞，睡觉都不敢开窗户。”回忆起昔日的场
景，市民王占国深有感触。

如何做活“水文章”，推动水生态文明
建设？近年来，汝州市因时而动，把水生
态文明建设作为生态汝州建设的一项重
要内容，确定建设山水宜居绿城的总方
略，通过开展实施“碧水工程”“四水同治”
等，全面提升综合管水能力。

为构建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
环境，汝州市不断做好“兴水文章”，通过
生态修复，全面推进水系连通工程，持续
提升城市生态水平。按照“生态修复、城
市修补”的理念，实施“三河四库五湖”水
系连通工程，构建了河湖连通的生态循环
水系。目前已完成北汝河 18.5 公里综合
治理、洗耳河综合整治、幸福渠综合整治、
东二干渠治理等项目建设，为汝州市建设
生态宜居绿城打下了坚实基础。

汝州市通过用足外调水、留住过境
水、蓄滞地表水、涵养地下水做好“管水文
章”。通过开展节水型城市创建和节水型
社会建设，汝州市统筹推进农业节水、工

业节水和城镇节水，整修东二干渠满足农
业灌溉需要，实施南水北调输水管网工
程，保障城市生活用水；从北汝河和中小
型水库引水到城区，形成了近50公里的生
态循环水系，涵养地下水源；通过下沉式
绿地、雨水花园、雨水收集设施等海绵城
市工程措施，提高雨水资源利用。

与此同时，做好“治水文章”，改善河

湖生态环境。通过开展河流清洁行动、畜
禽养殖污染综合整治、“清四乱”等专项行
动，按照属地管理、联合执法、综合治理的
原则，建立完善与公安、国土、环保、林业
等部门的联合执法、协同会商等常态化机
制，严厉打击非法采砂等各类涉水违法行
为，取缔全市 118 家砂石厂，切实维护了
河道生态安全。

搭建融资平台 引来源头活水

汝州市坚持“财政收入保运转、城市
建设靠融资”的理念，吸引社会资本参与
水生态项目建设。搭建投融资平台、坚持
多元化融资，组建汝州市水利投资有限公
司，加强与省水投集团、豫资公司、省国土
资源开发管理公司、省农开公司合作，并
与国开行、农发行等政策性银行合作，累
计引入中长期融资59.6亿元，发行两期城
投债 28.3 亿元，设立城市发展基金、水生
态建设基金，拓宽了融资渠道。

资金的投入，为水生态项目的建设提供
了有力支持。洗耳河综合治理、中央公园生
态水系、森林公园、滨河公园等水生态PPP
项目纷纷落地实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沿河
生态景观带，成为城市新的亮丽名片。

如今，在以“绿廊相连、水网相通、文脉
相继、城园相融”为规划目标打造的汝州中
央公园内，云禅湖、丹阳湖、望嵩湖、天青
湖、鹳鱼湖五个湖泊实现了水系连通，不仅
打造出了总面积约 254 公顷的滨水休闲
带，构建“一水·三段·五湖·多点”的景观结
构，也体现着当地汝瓷、汝曲等历史文化特
色，有效满足了市民休闲娱乐的需求。

据了解，今年以来，汝州总体水质达
到Ⅱ类水质标准，城市集中饮用水源地水
质达标率保持 100%，北汝河出境断面水
质综合达标率保持100%。如今的北汝河
河道畅通，水清岸绿，站点优美，沿岸的村
民吃的上放心水，用得上干净水，越来越
享受临河而居的乐趣。水生态环境的改
善，自然生态水系景观带的布局，为汝州
打造海绵城乡、田园城市、旅游城市提供
了环境基础。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
市、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省级生态市
等众多荣誉花落汝州，汝州森林小镇被评
为首批国家森林小镇。4月 19日，汝州创
建省级水生态文明城市也顺利通过验收。

而今，天鹅、白鹭、红隼、花脸鸭……
近30种鸟类重聚北汝河。汝州，这座昔日
的煤城也完成了从“半城煤灰半城土”到

“一城青山半城湖”的蝶变。9

本报讯(平顶山观察记者 张宏怡)4月
13日上午，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对平煤股份
八矿、帘子布公司等26家一季度质量效益
优胜单位进行表彰。据了解，一季度该集
团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41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69%；利润 10亿元，同比增长 223%，实现
首季“开门红”。其中 61家单位销售收入
超亿元，32家单位利润超千万元，10家单
位扭亏为盈。

今年以来，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该
集团按照中央、省委关于高质量发展的决
策部署和实现首季“开门红”的目标要求，
聚焦聚力煤焦、尼龙化工、新能源新材料
三大核心产业，以安全环保为前提，以改
革创新为动力，以科学管理为手段，以结

构调整为主线，深入开展“质量效益是中
心”暨首季“开门红”竞赛活动，实现生产
经营形势稳中向好。

在中国平煤神马集团首山化工公司，
现代化的生产线将原煤“吃”进去，“吐”出
的是焦炭、硅烷、光伏材料等“高精尖”产
品。当同行业不少企业因环保压力举步
维艰时，该公司第一季度实现利润1.44亿
元。“我们投入巨资实施环保项目，不仅没
有拖生产后腿，反而将原料‘吃干榨尽’，
实现资源耦合共生、聚变增值。”该公司董
事长曹德彧说。

在安全稳产的基础上，平煤神马集团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向绿色生产方式要效
益，开展厂矿大清洁和美化亮化活动，加快

煤矿矸石山综合治理、化工企业挥发性有
机物深度治理、焦化废气提标改造、废水深
度治理，努力做到废水废气零排放。同时，
大力实施瓦斯氧化利用、余热利用、运输车
辆清洁能源改造等项目，不仅实现了清洁
生产，而且资源得到了综合再利用。

作为电弧炉冶炼中的导电材料，当
前，平煤神马集团开封炭素公司生产的石
墨电极成为市场上的走俏产品。“通过改
进生产工艺，目前我们本体成品率由78%
提高到 78.5%，接头成品率由 46.6%提高
到 46.8%，一季度超额完成集团下达的营
业收入、利润等目标任务。”公司有关负责
人说。

聚焦生产高效、产品高端、市场高价，

该集团拉高发展标杆，依靠科技创新，以
智能化改造、绿色化改造、技术改造为抓
手，提升煤矿瓦斯治理水平和三大核心产
业技术装备水平，通过优化生产系统和劳
动组织实现增产增效。目前，该集团矿井
单产单进水平大幅提升，尼龙化工、新能
源新材料产业的高端优势产品生产规模
也得到放大。

此外，为了增强市场竞争优势，该集团
全方位扎紧成本管控“篱笆”，实施全员、全
要素、全过程成本控制，围绕修旧利废开展
节能降耗工程，大幅压缩非生产性支出。
同时，用好绩效考核“指挥棒”，构建安全、
绩效、党建“三位一体”综合考评体系，以党
的建设高质量推动转型发展高质量。

宝丰县郏县

分获省红旗渠精神杯
本报讯（通讯员 巫鹏 张鸿雨）近日，在全省“四水同治”暨

高标准农田建设推进会上，省政府表彰了2015-2017年度河南
省红旗渠精神杯竞赛活动的37个先进集体，宝丰县和郏县共获
殊荣，同时这也是郏县连续第七次夺得红旗渠精神杯。

近年来，宝丰以农田水利项目县建设、中小河流治理重点
县综合整治及水系连通试点项目、石河治理、北汝河治理、安全
饮水、“村村通”自来水、贫困村饮水安全升级改造工程、城市水
系PPP项目等为重点，不断创新建管机制，扎实推进农田水利基
本建设。

同时，全面建立县、乡、村三级农田水利设施管理台账，按
照所有权、使用权“两权分离”原则，颁发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产
权证、使用证和管护责任书，并签订管护协议，解决了小型农田
水利工程产权归属问题，有力保障了水利设施有人用、有人管。

郏县是我省29个严重受旱县之一，人均水资源量约为全国
平均水平的20%。近年来，郏县把水利建设作为提升农业综合
生产能力和保障粮食生产安全的根本举措，先后投入 4.22 亿
元，实施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项目、郏县农业水价综合改
革项目、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新增千亿斤粮食项目等，共发展高
效节水灌溉面积 41.72 万亩，铺设地埋线 144.8 万米、地埋管
250多万米，新打机井3800多眼，维修机井942眼。

通过高效节水灌溉工程的建设，不仅实现了农业灌溉方式多
元化，而且还实现了部分灌区旱能浇、涝能排的田间智能管理模
式，为全县粮食和经济作物稳产增收打下了坚实基础。9

孙森源

把平安留在辖区的路上
一季度营业收入、利润同比分别增长69%、223%

平煤神马实现首季“开门红”

鹰城乡村换新颜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
容。近年来，平顶山市通过抓
好道路清理、村内“三清”、送
果树进农家和村庄绿化、村容
村貌整治等专项行动，不断改
善人居环境。同时，深入挖掘
乡村本土特色文化底蕴，打造
了一批具有山村古韵、田园风
光等特色的美丽乡村，有力助
推了乡村旅游发展。9

汝州做活“水文章”引来天鹅做客

▲宝丰县商酒务镇杨树沟村村民自发参与人居环境建设，春日里美化墙面，助力建设美丽家乡
◀宝丰县杨庄镇胡庄村美化后的墙体让人耳目一新 本栏图片均为巫鹏摄

汝河水面波光粼粼 韩晓东 摄

白天鹅在汝河内游水嬉戏 张军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