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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准‘穷根’，开对‘药
方’，不仅‘输血’，还要增
强脱贫户的内生动力，让
他们稳定脱贫。

4.38亿元中
央预算内投
资计划用于
28个项目

28
个

●● ●● ●●

“三坡”地种花生正是有

效提高农业土地利用率，推进

我省种养业走出一条质量更

高、效益更好、优势充分释放

的发展之路。下一步，要以示

范基地为先导，全面提升花生

现代化种植水平，不断提高花

生产业的综合效益和市场竞

争力，推动我省花生生产转型

升级和农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本报讯（记者 栾姗）8 月 9日，记
者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
革委第一、第二批生态文明建设专项
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已下达我省，
4.38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用于28
个项目。

据介绍，此次国家发展改革委下
达我省的两批生态文明建设专项中
央预算内投资计划，涵盖资源节约循
环利用和污染治理、城镇生活污水垃
圾处理两个方面，重点加大了对欠发
达地区，特别是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
区、深度贫困地区的资金支持力度，
旨在引导支持社会资本投入生态文
明建设，促进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
善。

其中，封丘县李庄社区一期浅层
地热能清洁供暖项目等 15个资源节
约循环利用和污染治理方向项目，获

得 2.42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周
口市东新区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等
13 个城镇生活污水垃圾处理方向项
目，获得 1.96 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
计划。

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两批计划的项目纳入全国投资项目在
线审批监管平台监管体系。该委将组
织实施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在线监
测，定期对本批项目进行综合评价，在
一定范围内公开评价结果，并作为后
续投资安排的重要参考。③4

□本报记者 王小萍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红
本报通讯员 张玉

8 月 11 日，三门峡市湖滨区
湖滨街道黄南社区南苑小区，77
岁的李绣花大妈打了一个电话，
说家里没菜了。不一会儿，几个
穿着蓝色志愿服的姑娘就提着菜
来到了大妈家，放下菜，边帮她整
理房间，边和她聊天。

“我腿疼走不成路，打一个电
话都有人过来帮忙，还从不收费，
真是一群好儿女啊！”李绣花说。

这群好儿女就是黄南社区志
愿服务队。黄南社区位于三门峡
市中心，所辖多为老旧小区，有不
少老人独居。黄南社区党支部以
服务独居、困难老人为重点，整合
社区党员、志愿者、爱心企业、小
区物业等资源组成志愿服务队。
社区居民都亲切地称呼他们为

“好儿女”。
“我们以文明城市创建为契

机，成立了志愿服务队。社区里
需要特殊关照的居民，平时一个
电话就会有人过去帮忙，周末集

中开展各种服务活动，为居民排
忧解难。”黄南社区党支部书记赵
江平说。

秦阿姨老两口都是有着50多
年党龄的退休工人，秦阿姨腿脚
不好，前一段时间刚做完手术，走
不成路。得知情况后，志愿者服
务队经常上门帮老人剪头发、打
扫卫生。81岁的孙兴昌老人做了
膀胱造瘘手术，靠辅助工具挪动
走路，连车都上不去。如今每次
去医院检查，都是“好儿女”跑前
跑后帮忙。

目前，“好儿女”志愿服务队
已由 2018 年的 20 人增加到 57
人，一些退休的身体健康的老人
也纷纷加入到志愿队伍中。

“今后社区要发挥党支部引
领作用，建设社区党建综合体，
将辖区物业公司、银行网点、超
市、律师事务所等单位和个人组
织在一起打造‘一刻钟服务圈’，
让居民‘少跑一趟路、少进一扇
门、少找一个人、少等一分钟、少
费一点心’，全面提升社区服务
质量。”湖滨街道党工委书记张
刚说。③4

□本报记者 陈小平
本报通讯员 古国凡 何洋

8 月 9日，骄阳似火。平顶山市
卫东区五一路社区 7岁的小申凡，一
手拎着保洁袋，一手不停地捡着地上
的塑料瓶、纸片。她跟着爷爷一起参
与社区 360帮帮团志愿服务队的活
动，是该社区最小的志愿者。

“参与 360 帮帮团，我们是志愿
者，也是受益者。”小申凡的爷爷贾文
志说，原来孙女放学谁来接是家里的
难题。孩子妈爸上班忙，他年龄大又
行走不便……不过，社区360帮帮团
志愿者帮他解决了难题，每天带着小
申凡到“4点半课堂”做作业，受益的
贾文志也坚定了参与社区 360帮帮
团志愿服务队的想法。

五一路社区党委书记陈培霞介
绍，2015 年，社区成立了 360 帮帮
团，全方位服务辖区群众。目前该团
已有18支服务小分队，参与者达800
余人。在 360帮帮团的带动下，社区
互帮互助蔚然成风。

爱心传递，不仅仅在五一路社
区。位于平顶山市东部的卫东区，下
辖 34个社区、24个行政村，有 30余

万人。近年来，为创建省级规范化社
区，卫东区委、区政府以党建引领、示
范引路、服务群众为主线，健全完善
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创新建立了“让
爱循环”机制，提高了物业服务水平，
凝聚起社区、居民，共建单位的合力，
让居民生活得更舒心。

各个社区也各出奇招激发居民
参与志愿服务热情。

东工镇街道花园社区实行爱心
传递积分兑换制。通过安老、助残、
助学、助医、济困等方式互帮互助，可
获得相应的爱心积分。积分可兑换
其他爱心捐助者提供的物品或帮助，
年内积分无消耗达到100分，可获得
该年度社区授予的“爱心传递大使”
荣誉称号，并获得一定的物质奖励。

爱的循环促进了社区和谐，为居
民打造了温馨的港湾。自2017年卫
东区推行“让爱循环”机制以来，全区
1.2万余人参加“让爱循环”志愿服务，
有 1.8万余人受益，彰显了爱心循环
的魅力。

“今年年底，全区要创建 15个省
级规范化社区，要让爱在社区扎根、
循环传递。”卫东区委书记王迎波
说。③5

本报讯（记者 谭勇）到 2021年年
底，我省省辖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
大于 80%，县级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
率大于 70%或在现有基础上提高 10
个百分点……这是记者8月 12日从省
住房城乡建设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发
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的《河南省城镇污
水 处 理 提 质 增 效 三 年 行 动 方 案
（2019—2021年）》（以下简称《行动方
案》）中获得的信息。

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和处理
率反映了一个地方污水集中收集、处
置设施的配套程度，是现行评价一个
城市或地方污水处理工作的标志性指
标。《行动方案》旨在加快补齐我省城
镇污水收集和处理设施短板，尽快实
现污水管网全覆盖、全收集、全处理，
清除黑臭水体。

根据《行动方案》确定的分阶段

目标，2019 年，我省省辖市建成区基
本完成黑臭水体整治工作；其余县
（市）建成区基本完成黑臭水体截污
纳管、排污口整治任务。2020 年，省
辖市建成区全面消除生活污水直排
口，消除黑臭水体；其余县（市）基本
完成黑臭水体整治任务。到 2021 年
年底，省辖市建成区污水主干管高水
位、超水位运行状况得到有效改善；
基本消除城中村、老旧城区和城乡接
合部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空白区；
县级市建成区污水收集处理设施空
白区消除比例达 70%以上，城市生活
污水集中收集处理效能显著提高。
郑 州 市 生 活 污 水 集 中 收 集 率 大 于
90%，其他省辖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
率大于 80%，县级市生活污水集中收
集率大于 70%或在现有基础上提高
10个百分点。③8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遂旺

地处丘陵山区的安阳市殷都区磊
口乡，石头多，基础条件差，信息闭塞，
产业发展滞后。在脱贫攻坚战中，该
乡紧抓定点帮扶，量身定制脱贫方案，
发挥贫困户的自身优势和特长，积极
探索脱贫新路子。

8月上旬，记者在这里采访了一些
脱贫户，深感扶贫不仅要“输血”，更要
增强“造血”功能。

磊口乡泉门村村民吕志平今年56
岁，平日一有空，就精神十足地去红薯
地里忙活。可在 3年前，他却像霜打
的茄子一样，蔫蔫的。

2016 年，儿媳和他接连患病，两
人治病花光了家中积蓄。同年 5月，
吕志平家被精准识别为贫困户。

如何让他家脱贫致富？磊口乡对
其“输血”“造血”并举。

见吕志平是一个种庄稼的好把
式，乡村扶贫干部就让他打理红薯基
地，并给他提供资金支持。

“这几年，乡政府没少帮我，光红
薯秧苗，去年就免费给了我 1万棵。”
吕志平感慨地说，“今年，我买农机，政
府又补贴了5000元呢！”

如今，吕志平种地的“家伙”挺齐
全，有刨红薯机、除草机、起垄机等农
机。地里不仅种有红薯，还种有大葱、
谷子、玉米。

“去年一年下来收入五六万元
呢！”吕志平说，“人不能光靠‘输血’，
关键还要自己‘造血’。脱贫了，我们
还要加油干。”

走进该乡清峪村，记者看到一座

临街房前竖着一个偌大的招牌：电动
车维修。

修车铺是村民刘现军开的，他从
小残疾，爱人也有智力缺陷，原来是村
里有名的贫困户。“过去全家靠 3亩薄
地维生，一年收入才三五千块钱，生活
很困难。”

为了帮助刘现军，乡里村里都来送
资金送物品，他却说：“我不能一辈子这
样下去！”恰好，乡里请专家免费举办精
准扶贫培训班，其中有电动车维修培
训。刘现军就报名参加了培训班，3个月
之后，刘现军学业有成，办起了修车铺。

眼下，刘现军不仅修电动车，还修
理洗衣机、电磁炉、电饭锅。他还会配
钥匙、清洗油烟机，是个多面手。

通过自己的双手，刘现军实现了
自我价值。他告诉记者：“现在一年能
收入万把块钱。”

像刘现军这样享受“技能红利”的
贫困户还有许多。如今，磊口乡面貌
焕然一新，百姓生活也一天天好了起
来。该乡党委书记彭庆楷坦言：“找准

‘穷根’，开对‘药方’，不仅‘输血’，还
要增强脱贫户的内生动力，让他们稳
定脱贫。”③8

我省生态文明建设获
投资计划4.38亿元

到2021年年底

省辖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将超八成

“脱贫了，我们还要加油干”

心系老人如影相随爱在社区循环传递

□张中海 摄影报道

8月 12日，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南阳工务段职工对陈旧和有伤损隐患的轨枕进行
更换作业，他们用辛劳换质量，用汗水保安全，进一步夯实设备基础，全面提升线路质量。⑨3

▲工人们拆换有损伤隐患的轨枕。
▶汗水从脸上滴下，工人也来不及擦拭。

辛勤工作保安全

相亲相爱似家人

土壤虽贫瘠 产量却不低

“三坡”地种出“金花生”

8月 12日，光山县椿树岗村世旺合作社社员在收获太空莲蓬。该合作社从
外省引进了太空莲品种，并将种植和观光旅游业结合起来，带动社员走上增收致
富路。⑨3 谢万柏 摄

□本报记者 曾鸣

跟土地打了 20多年交道的“田
把式”张传伟，今年又找到了种地的
新门路。

张传伟是罗山县尤店乡罗洼村
村民。这里的坡地土壤贫瘠、肥水条
件差，过去农民种植粮食作物产量不
高、收益很低。今年，在当地花生产
业政策的支持下，村里大多数村民改
种花生，张传伟就是其中一员，他家
共有6亩地，如今全部种上了花生。

“花生长势不赖，今年准能丰收，
这回改种还真改对了！”8月12日，看
着自家地里花生的长势，张传伟的脸
上乐开了花。

罗山县地处浅山丘陵区，由于土
层薄、土质差、灌溉难，“种什么”曾是
当地农民的难题。花生耐旱耐瘠、适
应性强，当地不少人种起了花生。走
访中记者发现，在豫南的信阳、南阳
等地，像罗山县这样的“三坡”（山坡、
塘坡、滩坡）地分布广泛，这些地区虽
是我省花生种植的传统区域，但低产
低效的问题一直没能得到有效解
决。如何提高坡地花生产量和效益，

成为我省农业科技攻关的重要方向
之一。

2018 年，省农科院在考察过罗
山县的地形和种植模式后，在河南省

“四优四化”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的支
持下，双方一拍即合，开始了技术合
作。

在“三坡”地种花生，如何才能
高产高效？省农科院经济作物研究
所党支部书记汤丰收认为，好品种
和好技术是关键。以罗山县为例，
在省农科院的技术帮扶下，当地选
用了优质高油、抗病早熟的远杂
9102和优质高油酸品种豫花 37号，
这些优质品种从根本上解决了高质
问题。在种植技术上，选用了起垄、
减氮增钙及全程机械化等技术，旱
能保墒，涝能排水，还能防止水土流
失，解决了生产效率和规模化种植
难题。

好品种、好技术带来了好收成。
2018年，岗坡地花生绿色优质高效
生产技术百亩示范方平均亩产荚果
415.6 公斤，千亩方平均亩产荚果
380.5公斤。据初步测产，2019年楠
杆镇樊湾村和高店乡泗淮村两个千

亩方平均亩产荚果均超过350公斤。
种花生“种”出了好日子。罗洼

村党支部书记丁磊介绍，目前全村累
计播种花生面积 2710亩，建立起花
生种植基地。在基地建设过程中，吸
纳贫困户就近就业、帮助贫困户学会
应用新的花生栽培技术、对有花生种
植意愿的贫困户提供物资支持等方
式，结对帮扶贫困群众，全村有32户
贫困户种植花生 180亩，5个规模化
农业经营主体种植花生 2150亩，带
动贫困户 174户。按照去年花生的
平均价格为每斤 3元、亩产 300公斤
计算，亩纯收入超过 800元，为当地
贫困群众找到了一条新的产业增收
途径。

“‘三坡’地种花生正是有效提
高农业土地利用率，推进我省种养
业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好、优
势充分释放的发展之路。下一步，
要以示范基地为先导，全面提升花
生现代化种植水平，不断提高花生
产业的综合效益和市场竞争力，推
动我省花生生产转型升级和农业结
构进一步优化。”省农科院副院长卫
文星说。③4

罗洼村
村民在展示
颗粒饱满的
花生。⑨3
本报记者 曾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