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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资源综合利用
产业研究院成立

地方传真

□焦作观察记者 陈学桦
本报通讯员 董柏生 李骏鸣 王世温

10月 7日，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适逢
我国传统的节日——九九重阳节。这天，
雨过天晴，空气清新，武陟县 4.6 万余名
67—79岁农村老人（80岁以上老人享受有
高龄补贴）在享受村里提供的喜庆饺子宴
的同时，也如期收到了县里给他们的一份
丰厚大礼——“党建+乡村治理”奖补资金。

这天，听说村里要集中发放奖补资金，
该县谢旗营镇庙小段村71岁的王新忠早早
就来到了村里的文化广场等候。

“今年第三季度，经过咱们村干部和群
众的共同努力，我们的支部建设、党风廉政
建设、平安法治建设、乡风文明建设、美丽
宜居建设示范村创建，经县乡两级综合考
评全部达标，每位 67岁以上的老人可以领
到 50元的奖补资金……”9时许，村党支部
书记王金堆在大会上一宣布，台下响起热
烈的掌声。

从镇党委书记刘曙东手中接过大红
包，王新忠激动地和大家分享喜悦之情：

“从今年开始，咱政府又给咱增加补贴了，
咱们是不是该多支持帮助村里工作，季季
当示范、个个当示范？”

王新忠的号召得到了与会干部群众的
热烈响应。216名 67岁以上的老人高高兴
兴地领了奖补金，等待着村里举办的重阳
节团聚会。

当天上午，谢旗营镇徐庄村、陈小段村、
和杨村，嘉应观乡西营村、御坝村、东水寨村
等也举行了第三季度“党建+乡村治理”示范
村创建奖补资金发放仪式。因为村里出现
了两次治安刑事案件，徐庄村的平安法治建
设示范村创建没有达标，每人被扣2元；陈小
段村因为群众无理上访造成平安法治建设
示范村创建不达标，每人被扣10元；西营村
因为平安法治建设和美丽宜居建设示范村
创建不达标，每人被扣20元。

“五类示范村创建，每一类都与咱群众
息息相关，如果大家不操心不参与村里的
管理，不监督不制止不文明不遵规守法行
为，扣的都是大家的钱。政府给咱兑现承
诺，咱不能光仰着脸等着领钱享受呀！”一
边给大家发着奖补金，徐庄村委主任安有
文一边继续通过广播给大家讲解动员。

“‘党建+乡村治理’措施的施行，极大地
调动了村干部和老年人参与乡村治理的积
极性。它就像一个小‘支点’，撬动了大‘地
球’。”刘曙东感慨。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为深入贯彻中
央和省委、市委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部署
要求，进一步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从今年 7月份开始，武陟县在全
县 347个村探索开展了“党建+乡村治理”
示范村创建活动，其核心内容是针对当前
乡村振兴中在“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态
宜居”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开展和推进

“支部建设示范村、党风廉政建设示范村、
平安法治建设示范村、乡风文明建设示范
村、美丽宜居建设示范村”五类示范村创
建，鼓励引导村级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
用，基层党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乡
贤老人发挥“德治、自治、联治”作用。

为进一步健全完善乡村治理激励体系，
激发干部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热情，武陟县
出台了《“党建+乡村治理”示范村创建活动
实施意见》，对每一类示范村都细化创建标

准，明确牵头部门，采取村级自荐、乡级审
核、县级核定的办法，每季度开展一次评定，
并将评定结果与村干部荣誉、村级奖励、村
里 67岁以上老人享受的福利待遇相挂钩。
该县每年按全县 67岁以上老人每人补助
200元的标准，列入县级财政预算。对成功
创建“五类示范村”的，为该村 67岁以上老
人每人每季度补助 50元；对成功创建单项
类示范村的，每成功创建一类，为该村67岁
以上老人每人每季度补助 10元。各乡镇
（街道）还可以结合乡情实际，设立相应配套
资金，依据各村创建结果，增加奖补力度。

按照“季度评比、季度奖补”的要求，
国庆节前夕，经过乡镇初评和县级牵头
部门认定，武陟县最终确定了各村第三
季度评选结果，其中“五类示范村”全部
创建达标的有 80 个村。此次第一次集
中 发 放 ，县 里 奖 补 的 资 金 就 达 到 了
2315650 元。

武陟县委书记秦迎军表示，开展“党
建+乡村治理”示范村创建活动，是坚持党
建引领、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抓手，是

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进一步增强基
层组织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
力、社会号召力的现实举措。这种模式契
合群众的切身需求、现实需要，也有效解决
了干部干、群众看，一头热、一头凉的问题，
激发了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以今年
年初试行此项制度的詹店镇为例，上半年
信访总量较去年减少 40%，各村红白理事
会发挥作用，禁止大操大办，共计节省办事
资金 80余万元，并且消除了美丽宜居建设
不达标村。8

武陟县创新“党建+乡村治理”示范村创建新模式

小“支点”撬动乡村治理大工程

走近恒大城小区，首先吸引记者的是小区
正大门，欧式风格的大门气派威严，物业安保
人员站立两侧，迎接每一位归家的业主。小区
入口采用业主刷卡进入的模式，凡外来人员到
访，需要报备所拜访的业主姓名、房号等，待保
安核实信息无误后放行，避免无关人员进入，
保障业主人身财产安全。

走进小区，园内花草茂盛，绿树成荫，在宜
人的景色中，最吸引人的是园区正中央的景观
湖，湖边水草丰盛、绿意盎然，楼与楼之间的间距
也很宽阔，与家人漫步于园林中，绿林夹道；倚坐
凉亭，赏一泓蔚蓝湖水，这样的日子真是惬意。

“当初买恒大城，就是被这个天鹅湖景吸
引了，虽然楼还没有盖好，但恒大城已经先把
园林做好了，眼见为实，这可比有些小区买房
时只能看图纸强多了。住到这里后，我最喜欢
的就是没事来湖边坐坐，吹着小风，看看书、带
带孩子，就像是在公园里一样。”见到记者到
来，恒大业主刘先生和记者攀谈起来。

当高楼越修越密，生活空间不断被压缩
时，恒大城打造的欧陆园林，众多乔木栽植其
间，让住区充满了绿意。郁郁葱葱的草地，缤
纷艳丽的花园，爬满绿叶的古朴廊架，还有景
观小品点缀其中，一片诗情画意的欧式风情园
林景观跃然眼前。

记者探访当天正好下过大雨，可在恒大城
小区，并没有发现园区内有积水，经了解得知，
恒大城在建设之初就考虑到了雨天排水的问
题，因此整个小区建筑地势较高，且小区内多
采用石材铺设，砖缝更利于渗水，园区内还专
门预留了排水沟槽，确保雨天不积水、不漫
水。从小路漫步到楼宇入户大堂前，不时见到
恒大金碧物业的保洁人员正在辛勤地工作，有
的在擦地，有的在清洁水系，看到有业主走过，
都会微笑着打个招呼。

走入恒大城的单元首层大堂，记者仿佛步
入了星级酒店。大堂顶部配以装饰大吊灯，通
透明亮，墙面、地面采用天然石材错落铺装，颇
具酒店神韵。记者探访的 14号楼是两梯四户
的设计，记者特意留意到，恒大城不仅选用的是
日立品牌电梯，且两个电梯一个是普通客梯，另
一个是加长设计的无障碍电梯，方便业主日常
搬运大型家具或货品，如果出现急救，也能满足
担架运送需要，争取宝贵的抢救时间。

出电梯后的入户走廊墙面、地面均为素雅
的瓷砖饰面，走廊设置有人体感应灯，不需要
发出声响，灯自然明亮，每户的门牌号贴于入
户门旁，门锁旁还专门设置了不锈钢挂钩，方

便业主携带多种物品。记者随机探访了 14号
楼 1单元的金女士。进入金女士家中，金女士
热情地带记者参观了入住后不久的新家。

“这套房子是孩子买给我的，孩子一直在
外地工作，给我买房子时也是最担心将来的装
修问题，他们没时间回来，又不想让我为装修
操心，恒大城的全装房正好解决了我们的这一
难题。还有，以前住毛坯房的时候，虽然是一
起交房，但邻居们的装修时间都不一样，先住
进去的要忍受好久的噪声，在这种精装修交楼
的小区住就不会有这种困扰。”金女士说，“你
看这个入户门，据说这个门是装甲门，跟我以
前住的房子入户门相比，拉开时就能感觉到门
很厚重、结实，门锁是智能门锁，特别方便我们
这种总忘记带钥匙的老年人使用。搬进来时，
恒大城已经将客厅的地砖和卧室的木地板铺
好了，灯具也装上了，卫生间和厨房的橱柜、炊
具、洁具也都安装好了，我们搬进来时买几套
家具就能入住了。”

参观时金女士还告诉记者，她最喜欢的就
是恒大城给安装的新风除霾系统和红外探头

报警系统，这不仅能让室内空气清新，对人体
健康有益，室内红外探头报警系统还直接连接
物业中心监控室，陌生人进入时，可触发紧急
报警，这让她觉得住在这里特别放心。

在金女士的厨房记者看到，厨房选用的
橱柜，做到清洗、烹饪空间和储物区形成“三
角形动线”，缩短了移动距离，使操作性更加
得心应手。在细节选材上也下足了功夫，厨
台台面高度适宜，避免弯腰疲惫；厨台台面采
用人造大理石质面，耐脏易打理；台面边缘人
性化挡水槽设计，防止鸡蛋等圆形物体滑落、
水滴溢流，避免厨房脏乱，处处人性化设计，
都为主人提供便利。同样的贴心设计，记者
在卫浴间内也有许多惊喜发现，干湿分离设
计，不仅可以保证通风，更可以充分接纳阳
光。镜面壁挂式浴室柜、座便器上方台板、浴
室柜下方预设插座等，创造充足的收纳空间，
给居者带来诸多方便。

“在恒大城已经住了几个月了，有时碰到
家里装修的一些小问题，打物业电话他们都会
赶来帮我修理或者教我怎么使用那些高科技

产品。小区里一个邻居家里老人生病了，物业
人员也是忙前忙后帮着抬上抬下，有时我提着
重物回家，小区保安会帮我拎到电梯口，这些
都让我感到，恒大的房子，买得值！”探访结束，
金女士告诉记者。

走出金女士的家，记者来到了恒大会所。
在这里记者看到，会所包含了恒温游泳池、健
身综合馆、红酒西餐厅、乒乓球、台球室……业
主不仅在小区内就能锻炼身体、私人小聚，会
所二楼的超大露台还可以作为业主日常品茶
赏景、休闲小聚的好地方。

什么是品质人居？在参观完恒大城以后
记者心里有了答案。醇熟的生活配套、优美的
园林景观、多重安防保护，安保人员的一个敬
礼、客服人员的一个微笑、保洁人员的细心维
护，无处不展现恒大作为一线房企为业主带来
的贴心式管家服务。在整个小区探访后可以
感受到，恒大拥有 20年的成品房交付经验，非
常了解业主心中之所想，在每一个细节之处都
以实用性、安全性、舒适性为考量重点，努力为
业主打造个性温馨的居家生活享受。

于细微处见真章
——探访焦作首个全装修交楼小区“焦作恒大城”

本报讯（焦作观察记者 陈学桦）10月 15日，河南省资
源综合利用产业研究院启动仪式暨资源综合利用与产业发
展首届高峰论坛在河南理工大学举行。与会专家表示，希
望通过研究院成立，推动工业及建筑固废由无害化处置向
资源化利用转变。

河南省资源综合利用产业研究院由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
研究所、河南理工大学和河南强耐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发
起成立，旨在通过政府引领、企业主导，以资本和市场为驱动，
以环保和可持续发展为导向，围绕工业固废资源综合利用，打
造“政、产、学、研、用”五位一体，相辅相成的固废处理产业链。

据介绍，研究院将针对粉煤灰、炉渣、气化渣、工业副产
石膏、赤泥、电石渣、钢渣、建筑垃圾等大宗固体废弃物资
源，通过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和智能化管理，实现工业及建
筑固废由无害化处置向资源化利用转变，促进技术向高值
化利用的转化，为国内外固体废弃物利用企业提供技术支
持，引领绿色建材行业发展。

资源综合利用与产业发展第一届高峰论坛上，来自清
华大学、中国建材工业经济研究会、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
究所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权威专家围绕资源综合利用与产
业发展建言献策。8

□焦作观察记者 姬姣姣 本报通讯员 张喆

“如果有人触了电,首先要去断电源；电线要是着了火,不
能带电用水泼！”10月15日，在温县陈家沟村委会，几位头戴
安全帽，身穿“牛仔蓝”的温县供电公司员工被村民团团围住，他
们正用琅琅上口的顺口溜，给村民们科普着安全用电常识。

当天是温县供电公司的扶贫蹲点日，焦作供电公司邀
请了数十位省、市级媒体记者，走进温县供电公司，走进“太
极村”陈家沟。

“以前夏天用电高峰，风扇转不动，空调更是个摆设，现
在可好了，电供得足足的，拳友和学生们也不怕热了。”陈家
沟太极拳学校副校长陈三根颇有感触。

陈家沟有25家武馆，30余家餐饮宾馆，每年举办各种
形式的太极拳赛事活动达30多场，赛事举办和旅游接待的
电力需求较大。

近年来，焦作温县供电公司不断加大该村的电网建设力
度，将该村配电变压器从 6台增加到 11台，总容量从 2300
千伏安增加到3315千伏安，可完全满足该村当前的用电需
求，而且保证陈家沟村30年之内电力设施不用大拆大建。

据了解，温县供电公司将 9个行政村 125户贫困户分
包到班子成员、各支部和责任人，将脱贫攻坚工作分为电网
扶贫、精准扶贫和驻村扶贫三个组，帮助贫困户解决生产、
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争取资金改善贫困户基础生活环境；通
过多方整合资源，为贫困户介绍工作等。8

电力“点亮”太极故里

买房，不仅是选择一套合适的

房子，更是要选择一个理想的家。

在千篇一律的城市建筑中，

什么样的房子才是人们理想中的

家？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房子早已不是单纯的居住场所，

而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的演绎。

5 月 31 日，焦作首家全装修交楼

小区——焦作恒大城举行了盛大

的交房仪式。几个月过去了，房子

住得怎么样？全装修住宅与毛坯

房有何区别？记者近日在恒大城

进行了采访。

□焦作观察记者 成安林 本报通讯员 陶静

占地30余亩的圪垱店村水生态公园成为“美丽宜居”示范村建设的典范之作 李双才 摄

恒大城小区主大门

恒大城小区一角

五星级入户大堂

幸福大讲堂开启乡村文明建设新篇
章 郑亚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