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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

垃圾桶撤掉了 村子更干净了

台账民生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全媒
体记者 成安林）“国家政策真是好呀，俺
和老伴儿住进医养中心，看病、养老都不
愁了！”7月15日，孟州市西虢镇莫沟村颐
康医养中心里，胡援朝老两口感激地说。

家住该市赵和镇北临泉村的胡援朝
和妻子张玉琴都是重度残疾，是建档立卡
贫困户。入住医养中心后，他们的生活质
量得到了提高，夫妻二人甭提多高兴了。

在孟州，像胡援朝老两口一样的失能
贫困人口还有不少。这些部分丧失劳动
能力或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众，多
为重残、重病及精神障碍者，其生活照护、
康复治疗需求高度叠加，他们需要的不是
单纯的资金救助，而是综合的养护服务。

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失能贫困人口
医、养、护保障的综合难题？今年年初，
孟州市结合实际下发了《关于加强全市
贫困兜底线保障工作的实施方案》，按照

“兜底保障、就近入住、预留空间、服务社
会”的原则，推进医养中心建设，从市、
乡、村3个层面大胆尝试。

市级以孟州民生医院、骨科医院、华
康精神病院、莫沟颐康医养中心为依托，
建设每所不低于100张床位的综合医养
中心和专业医养中心；乡级依托乡级卫生
院，在城伯镇卫生院、赵和镇东小仇卫生
院建立乡级医养中心，设置医养床位每所
不低于40张；村级以长店社区医养中心
为依托，建立医、养、护三位一体的个性化
健康管理医养中心，设置医养床位30张。

各医养中心牵头，进行医护人员职
责、工作流程、服务态度及质量培训；孟
州市卫健部门、医养中心、入住人员、监
护人签订《孟州市贫困兜底线户入住医
养中心协议书》，明确服务项目和标准；
医护人员按照工作时间安排，有序开展
巡诊养护和个性化康复、保健。

截至目前，已有35名困难群众入住
医养中心。③8

本报讯（记者 陈小平）7月 17日，
2019年河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贫困县
计划志愿者培训班开班仪式在郑州举
行，这标志着2019年河南省大学生志
愿服务贫困县计划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此次培训采用集中授课、座谈交
流等形式对志愿者进行系统培训，内
容包括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宣
讲、志愿服务知识培训及共青团重点
工作解读、乡村振兴战略与新时代河
南“三农”工作等课程。培训期间还将
举办岗位对接会和市县项目办工作推
进会。

据悉，大学生志愿服务贫困县计
划到今年已连续实施16年，共从省内
高校选派3200名志愿者，到我省国家
级和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开展志愿服
务，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县域经济
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今年4月，我省启动了本年度河南
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和贫困县
计划，共从全省高校招募 200名志愿
者。本次培训班结束后，这些志愿者
将分赴我省 20个国家级或省级扶贫
开发工作重点县，从事教育、卫生、农
技、扶贫等方面的志愿服务工作。③5

本报讯（记者 郭戈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秦川）7月 17日，全省根治
欠薪夏季行动暨农民工工资支付监管
系统启动仪式在鹤壁市举行。

近年来，我省多部门联动实施治
欠保支三年行动计划，农民工欠薪案
件、涉及人数和金额连续三年大幅下
降。今年上半年，全省共立案办结工
资类案件 2044 件，为 4.27 万名劳动
者追讨工资报酬 3.52 亿元，欠薪案
件、农民工人数和金额比去年同期分
别下降53.1%、34.1%和 50.1%。

此次根治欠薪夏季行动为期 40
天，检查范围涉及各类在建工程项目
及已竣工但仍存在欠薪的工程项目，
重点检查政府投资工程项目、国有企
业作为建设单位或施工总承包企业的
工程项目以及有欠薪记录的其他在建
工程项目。

“本次行动将力争做到欠薪隐患
早发现、欠薪问题早处置、历史陈案早
办结。同时，全面推行河南省农民工
工资支付监管系统，利用现代化技术
和信息化手段，增强治理欠薪的主动
性和针对性，为根治欠薪提供可靠保
障。”省人社厅有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我省将大力推广应用“河
南省农民工工资支付监管系统”，积极
推进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和工资支付监
管信息化工作。相关部门将对按月足
额支付工资、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农民
工工资专用账户、工资保证金及维权
信息公示制度等各项工资支付保障政
策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确保制度
落实到每个在建工程项目，着力规范
企业日常工资支付行为。③9

本报讯（记者 谭勇）7月 17日，
省应急管理厅发布2019年上半年全
省自然灾害基本情况。今年上半年，
我省自然灾害以风雹、干旱灾害为
主，雪灾、洪涝等也有不同程度发
生。各种自然灾害共造成 179.9万
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5.01亿元。总
体看来，全省灾情较近3年同期均值
偏轻。

上半年，全省自然灾害情况主
要有以下特点：

灾害损失时空分布相对集中。
从时间上看，风雹、洪涝、旱灾等灾

情主要集中在4月至6月。从空间上
看，洛阳市、三门峡市降雨偏少，气温
偏高，旱情相对突出；开封市、洛阳
市、平顶山市、濮阳市、漯河市、商丘
市、周口市、驻马店市等的风雹灾害
受灾严重；信阳市商城县和固始县发
生1次洪涝灾害；商丘市柘城县受雪
灾影响致使部分乡镇农业大棚坍塌。

灾害损失程度总体同比大幅下
降。上半年，各种自然灾害共造成全
省179.9万人受灾，同比下降70.1%；
农作物受灾面积117.2千公顷，其中
成灾面积59.9千公顷，绝收面积7.9

千 公 顷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77.4% 、
81.1%、75%；倒塌和严重损坏房屋
234间，一般损坏房屋 943间，同比
分别下降56.5%、61.6%；直接经济损
失 5.01亿元，其中农业损失 4.54亿
元，同比分别下降84.4%、83.4%。

干旱、风雹两类灾害对我省影
响最大。上半年，干旱、风雹两类灾
害造成我省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
2.86 亿元、2.1 亿元，占比分别为
57.1%、41.9%；两类灾害的受灾人
口数量分别为 119.4 万人、59.4 万
人，占比分别为66.6%、33.1%。③8

本报讯（记者 王平）每年5—7月
是流行性腮腺炎的高发季节。“根据监
测统计显示，我省流行性腮腺炎感染
病例近 3个月来呈现上升趋势。”7月
17日，河南省疾控中心专家建议市民
要引起重视，做好科学防控。

流行性腮腺炎又称“痄腮”，是由
腮腺炎病毒侵犯腮腺引起的急性呼吸
道传染病，属于国家法定丙类传染
病。该病毒通过飞沫经呼吸道传播，
亦可通过接触患者唾液或唾液污染物
而感染，多见于 5—15岁的儿童和青
少年，也可见于成年人。

“这种病以腮腺肿胀为特征，也常
被人称为‘肿痄腮’。典型症状是以耳
垂为中心向前方、后方及下方发展，最
终发展为肿大的腮腺，多伴有表面发
热以及明显疼痛或压痛。”专家表示：

“腮腺炎病毒可侵犯多个靶器官，特别
是处于青春期的男孩子更要高度警
惕，否则可能导致成年后的不育症。”

预防流行性腮腺炎，最安全有效
的办法是及时接种“腮腺炎疫苗”或

“麻腮风三联疫苗”。一旦感染腮腺炎
病毒导致病发，要对症治疗，对患者进
行隔离并使之卧床休息直至腮腺肿胀
完全消退。同时，患者还要注意保持
口腔清洁，饮食以流质或软食为宜，避
免酸性食物，保证液体摄入量。③9

大学生志愿服务贫困
县计划全面实施

200名志愿者
分赴20个贫困县

上半年农民工欠薪案件及金额

同比下降超五成

流行性腮腺炎高发季

科学防控是关键

我省发布上半年自然灾害情况

干旱风雹“挑头”灾情同比减轻

基层民生观

孟州

综合养护
兜底失能困难群众

□本报记者 陈更生 王铮 摄影报道

鹿邑作为老子故里蜚声海内外。该县近年来按照“百城提
质”要求，持续转变发展方式，着力建设城市精美、乡村秀美、宜
居宜业的美丽鹿邑。

作为连接中原经济区和皖江经济带、长三角的枢纽，鹿邑还
被确定为河南省承接沿海发达地区梯度转移重要承接地，是全
省三个内陆出海口之一。⑨6

◀城市一角 ▼俯瞰县城（7月14日拍摄）

破题农村垃圾分类

毛庄村有份“美丽攻略”

□本报记者 李虎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袁楠

随着“史上最严垃圾分类”在上海推行，一时之间，“垃圾分类”成了人们关注的热点。就在不少人还在为

怎么辨别垃圾种类而苦恼的时候，新乡一个偏僻村庄的村民却早已轻车熟路，村内垃圾实现就地化、无害化、

资源化处理，垃圾减量99%以上。

7月 14日下午，记者走进新乡县朗公庙镇毛庄村“零污染资
源分类中心”。如果不是看到正在进行堆肥的存放有序的垃圾，你
根本想不到这里曾经是村子的垃圾填埋场。没有预想的臭味，相
反，这里甚至还有一丝果香。

“那是环保酵素发酵的味道。”毛庄村党支部书记张新岭指着
成排的白色和蓝色的大塑料桶说，这里都是收集上来的新鲜菜叶、
果皮之类的垃圾，和糖水按照比例混合，可以做成环保酵素。

旁边的简易棚子内，玻璃类、塑料类、旧衣物类、金属类、纸板
类……各种标注清晰的“资源”被分类码放，等积攒到一定量后将
会集中卖给废旧物资回收公司。

另一侧，6名身着绿色工装的村民，每人手持自制的竹夹，忙
着从一堆垃圾中将有用的东西分拣出来。

“这里是酒瓶盖，这一堆是塑料瓶，那个袋子里是旧衣物，我们
分得可细了。”村民朱新梅一边忙活一边介绍，这些都是他们当天

上午刚刚回收的垃圾。
今年年初，毛庄村开始在全村实行垃圾分类。

村民们自己在家将垃圾分为可回收资源、不可回收
资源、可做酵素资源、可堆肥资源和有毒有害垃圾等
5个种类后，村里统一组织义工每天上门收集分好
类的垃圾，运到“零污染资源分类中心”再进一步细

分为 21类，果蔬用于做酵素或者堆肥，可回收
的塑料、玻璃等分门别类后统一卖给废品公司，

而一些不可回收的垃圾则储存好等待环卫
公司清运。

“以前，村里每个月要通过环卫公
司外运垃圾 1320桶。实行垃圾分类

后，每个月只有 4桶左右的不
可回收垃圾需要清运，垃圾减

量超过了 99%。”张新
岭颇为自豪地说。

“这是放菜叶、瓜皮的，这是放食品
袋、包装袋的，这是放纸片的，上面都贴
有标志。”78岁的村民杨树芬，说起垃圾
分类头头是道。“一开始觉得可复杂，现
在习惯了也不觉得麻烦。”如今在毛庄
村，村民对垃圾分类已经习以为常。

毛庄村集体经济没有一分钱收入，
垃圾分类是怎么搞起来的？2017年，一
次到广东学习的机会，让张新岭意识到
制作环保酵素可以减轻村内垃圾污染。
于是，她便邀请专家到村里教村民利用
垃圾制作环保酵素，并组织义工队伍负
责上门收取新鲜的厨余垃圾。然而，垃
圾虽然有所减少，可村内的卫生环境却
没能彻底改善。

“过去，垃圾随意倾倒，垃圾桶附近
苍蝇蚊子乱飞，臭味熏天，谁都不愿让垃
圾桶摆放在自家门口。”今年年初，张新
岭决心推广垃圾分类，撤掉了村内全部
44个垃圾桶，改由义工上门收取垃圾，节

省下来的给环卫公司的清运费则用作义
工的劳保补贴。

“推进垃圾分类，村民思想上认可才
可以，不然就没办法持续。”张新岭说，一开
始很多村民都不理解，觉得这是没事儿找
事儿，甚至和上门收垃圾的义工发生冲
突。为了让村民们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
毛庄村“两委”利用“道德讲堂”等平台，定
期举办培训班、“孝道文化大餐”等，给大家
讲垃圾分类的好处以及怎样分类，鼓励全
村干部群众积极参与“零污染村庄”创建。

与此同时，村内的义工坚持每天上
门收取垃圾时耐心为村民讲解分类办
法，通过给每户发一封公开信、一套宣传
页、一套“垃圾变资源”分类标签，指导村
民养成垃圾分类好习惯。

几个月下来，村民们从不解转为支
持。“现在每天早上大家一听到我们三轮
车上的音乐声，就主动把分好类的垃圾
送到门口，省事儿多了。”朱新梅笑着说。

在距离毛庄村“零污染资源分类中
心”不远处，有 20亩左右的酵素试验基
地，这里的粮食作物和蔬菜水果不打农
药、不施化肥、不用除草剂，用的都是村子
里自制的环保酵素和堆肥。经有关机构
检测，它们的农残数量大大低于标准值，
很多城里人闻讯赶来要求大量订购。

“我们当初建立这个试验基地就是
希望让大家看到，使用酵素和堆肥一样
可以种出好庄稼。”朗公庙镇党委副书
记张继楠介绍，目前，这些粮食、果蔬一
部分给了村子里 65 岁以上的老人和 8
户贫困户，还有一部分用于举办“孝道
文化大餐”。未来，他希望越来越多的
村民学会使用环保酵素和堆肥，不断改
善土壤质量，走绿色生态农业道路，从
而和村内的垃圾处理形成一个良性循

环，打造健康有机农业，为以后推进农
产品深加工、发展酵素日用品等产业奠
定基础。

在“零污染资源分类中心”的墙上，
挂着一面讲课用的白板，上面写着关于
毛庄村实现乡村振兴的一些构想——

通过环保酵素、堆肥的使用，发展绿
色生态农业；通过垃圾分类，减少污染排
放，实现生态宜居；通过举办“孝道文化
大餐”，培养乡风文明；通过引导大家参
与垃圾分类，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实现治理有效，最终形成健康的生活习
惯，追求生活富裕。

“我们把建设‘零污染村庄’同推进
乡村振兴联系起来，希望通过垃圾分类
的实施，带动毛庄村走上乡村振兴的道
路。”张继楠说。③8

以垃圾分类切入 带动乡村振兴

变废为宝 垃圾减量超九成

●浙江金华 制定农村生活垃圾

分类管理条例。目前，农村垃圾分类

处理已覆盖了金华市 100%的乡镇和

98%的行政村，垃圾减量达八成以上。

●广东广州 作为广州市生活垃

圾分类试点村，广州市花都区赤坭镇锦

山村设置回收处，定时定点回收大物件

和一般可回收物。村里还通过设置沤

肥点，初步做到“餐厨垃圾”不出村。

（综合自新华社）

老子故里

图图//王伟宾王伟宾

遇到地震 就地避险找三角1

防灾小贴士

2

3

4

遇到火灾 低头弯腰捂口鼻

遇到泥石流 横向快逃往山头

遇到强降雨 避开导体上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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