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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账民生
□本报记者 赵春喜 本报通讯员 黄海涛

沈丘县卞路口乡霍楼村党支部书记
霍国军，如今有了个新身份——村集体坑
塘的“塘主”。“这片坑塘占地约 20亩，过
去堆满了垃圾，夏天蚊蝇乱飞、恶臭难闻，
经过整治，如今成了附近村民休闲娱乐的
好去处。承包给个人后，每年还能产生经
济效益。”12月 23日，霍国军指着清澈的
塘水说，光养鱼这一项，每亩水面每年纯
收入就能达到8000元。

昔日的臭水坑变成了今天的“聚宝
盆”，这得益于沈丘县实施的“百村千塘”
综合整治工作。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施

策、先易后难、一坑一法”的原则，该县立
足实际，多途径、多渠道开展坑塘改造，最
大限度地变旧为新、变废为宝，实现了生
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养鱼就怕水污染，搞好管理是关
键。”在该乡赵楼村一处水清岸绿的坑塘
边，承包人赵书锦正在打扫落叶。过去，
这里是窑厂挖土形成的废坑塘，面积约
有 16亩。2017年，赵书锦与村委会签了
20年的承包合同，先后花了 80多万元对
坑塘进行清淤治理，水里放鱼苗，岸坡种
果树，整成了现在年收益超过 10万元的
标准鱼塘。

“治理废坑塘，花费少则几十万元多
则上百万元，村集体没钱怎么办？我们拿
着坑塘整治的效果图，鼓励有资金实力的
干部或村民竞拍承包权，谁承包、谁管理、
谁受益，等于是‘花个人的钱办集体的
事’。”赵楼村党支部书记赵永鑫介绍，在
坑塘整治过程中，他们村实行挖大填小，

大坑塘产生规模效益，填平后的小坑塘作
为宅基地或建休闲活动广场。

走进该县北城办事处前寨村，一个占
地 800 多平方米的 5人制足球场绿草茵
茵，四周摆放着不少健身器材。“这里过去
是一处臭水沟，经过整治，现在已经成为
村民运动休闲的好地方。”驻村第一书记
尹华堂介绍，该村在坑塘治理中，对一条
横穿村子的荒沟进行清淤整修，引水灌溉
农田，“原来是靠天吃饭，玉米亩产不过四
五百斤，现在亩产过千斤。”

坑塘治理好，更要管护好。为避免
村民再往坑塘里倒污水，该县“堵疏结
合”，派水务专家为各村设计排污管网，
铺设排污管道，彻底解决农村污水排放
问题；按照“谁承包谁管理”的原则，坑塘
承包人如果治理一年还没有达标，村集
体将终止承包合同，原承包人失去再次
竞标的机会；为实现县乡村齐抓共管，该
县建立健全了“塘长制”，将坑塘管理纳

入“河长制”管理体系，对坑塘周边垃圾
日清日结，对坑塘定期排查，发现问题，
责任追究到人。

“我们发动村干部、坑边农户、五保
户、低保户担任‘塘长’，将责任落实到
人。有的村还在坑塘边安装了摄像头，采
取‘人防+技防’的措施加强监管，如发现
有谁乱倒垃圾，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目的
就是防范坑塘治理陷入‘治理——反弹
——再治理——再反弹’的怪圈。”卞路口
乡党委书记牛晓靖告诉记者。

据初步统计，沈丘县目前已整治大
小坑塘 2000多处，新增集体用地 400多
亩，村集体收入增加 3000
多万元，坑塘治理既刷
新 了 乡 村 颜 值 ，又 带
动了村民增收。③8

□本报记者 曹萍

“明天开始不再熬夜”“以后一定多运
动”……相信很多年轻人都立下过这样的

“flag”，然而最终实现的却寥寥无几，也
因此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没有信心。近日，

“年轻人害怕看体检报告”的话题引发热
烈讨论，很多人都表示有过这样的经历，
甚至因为“心虚”不敢去体检。专家提醒，
年轻人那份“不敢直视”的体检报告中有
很多反映身体情况的信号，应该重视起
来，防患于未然。

六成年轻人不敢看体检报告

如今，人们对于疾病的预防意识越来
越强，“早发现早治疗”已成为共识。然而，
当自己的体检报告摆在面前时，很多年轻
人却“胆怯”了，不敢打开。对此，在银行工
作的90后李先生感同身受。“平时经常熬
夜，也不爱运动，所以有点不敢看体检结
果。”12月 23日，李先生对记者说，主要是

担心自己的血糖、血脂、肝功能有异常。
和李先生有共同经历的年轻人并不

在少数。中国青年报对近2000名 18~35
岁的青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63.6%的
受访青年有过害怕看体检报告的经历。
其中62.6%的受访青年表示平时压力大，
怕体检查出问题，60.9%的受访青年坦言
生活方式不健康，“作”得太多，已经给身
体造成了损害。

在紧张的生活节奏下，压力、熬夜、外
卖、低头族、久坐等成为很多年轻人生活
方式的“关键词”。郑州人民医院健康医
学中心副主任薛春丽说：“长时间持续这
样的状态，会引起血糖、血脂、血压等指标
异常，进而患上高血压、痛风、糖尿病等慢
性病。”数据显示，很多“老年病”正呈现出
年轻化的趋势：我国20~29岁的心血管病
高风险人群占比达15.3%；25~34岁的年
轻男性中高血压患病率超过20%；20岁以
上成年人糖尿病和糖尿病前期的患病率
分别高达9.7%和15.5%。

改变生活方式是根本

你看与不看，问题就在那里。体检

报告中有很多反映身体情况的信号，
年轻人更要正视。看体检报告也是有
学问的，要重点关注一些关键数据，并
同往年结果进行对比。薛春丽表示：

“比如从 BMI指数（身体质量指数）能
看出一个人是否存在健康风险，如果
超过 24，就表示心脑血管疾病和代谢
性疾病的患病率会大大增加；血液数
据中，血糖、血脂、各项胆固醇指标要
重视，这些与动脉硬化、心脑血管疾病
等相关。”

很多人看到体检报告上那些提示
异常状况的小箭头，就感到心慌。“单
独某项指标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而
且也与近期身体状况、饮食等有关，所
以需要综合来看，由医生给出科学建
议。”薛春丽说。

年轻人想坦然面对体检报告，最根
本的还是要改变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少吃外卖、规律饮食，多吃含维生素和
纤维素较多的新鲜水果、蔬菜，做到
营养均衡；少熬夜，保持每天运动30
分钟，学会放松和调节心情，体检
报告的数据就会‘漂亮’起来。”
薛春丽说。③5

本报讯（记者 宋敏）2020年 1月 1日起，全国取消高速公路
省界收费站，高速公路实现全国一张网。12月 24日，记者从省
交通运输厅获悉，收费模式和联网收费系统的改变，将对郑州、
洛阳等地政府购买服务ETC小型客车免费行驶相关高速公路
政策带来一定影响。

明年起，高速通行费收费模式由“最短路径收费”转变为“分
段计费，分段收费，按照实际行驶路径收费”，即通过设置在高速
公路的门架系统对经过门架的 ETC车辆自动计费、收费。郑
州、洛阳等地政府购买服务的收费站仍为原来的相关站点，但是
收费方式发生了变化。

“收费模式从‘站点区间’改为‘路段区间’，以前上下站点都
在免费范围内才可以享受免费政策，现在调整为只要在免费的
站点上站、行驶免费区间路段就可以享受免费政策，对下站口则
不作要求。”省交通运输厅高速联网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例如，从郑州到开封，从惠济站上连霍高速，不用在柳林站
下高速再调头上高速这样“上下折腾”免费签单，就可以直接享
受这段绕城高速免费政策，只需交纳柳林站至开封收费站的通
行费用即可。

从明年起，将按照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新版车型分类标准收
取高速公路通行费。根据新的车型分类标准，小客车的标准从
7座（含7座）以下变更为10座（不含10座）以下。目前，我省有
3万多辆 8座和 9座小客车，即日起，车主可将ETC卡车型信息
由二型车变更为一型车，享受相关免费政策。

根据交通运输部关于收费公路的运营规范，2020年 1月 1
日起，ETC储值卡客户卡内余额为零将不能通行ETC车道，车
主应尽快到ETC客服网点将储值卡变更为记账卡或保证储值
卡内余额大于零。

值得一提的是，郑州周边个别收费站和个别路段不在免费范
围内：机场收费站不在政府购买服务的范围内，机场高速与郑州
绕城高速互通至机场收费站段不免费；商登高速黄帝宫、五里堡、
超化寺、古城县衙4个收费站不在政府购买服务范围内，故郑尧
高速与商登高速互通至郑少高速与商登高速互通段不免费。③8

坑塘“变脸”环境变现

年轻人，怕看体检报告“救”不了你

打开体检报告的正确“姿势”

郑州、洛阳绕城高速
ETC小客车不再“上下折腾”
●免费车型由7座变更为10座以下
●收费方式由最短路径收费变为分段计费

基层民生观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沈丘这样做

12月 24日，尉氏县邢庄乡府李
庄小学四一班的学生在老师指导
下，剪出了一幅幅俏皮可爱的小老
鼠和喜迎新年的剪纸画，以此迎接
新年的到来。⑨6 李新义 摄

萌“鼠”迎新年

胳膊肘拉伸

拉伸膝盖

触摸脚趾

这些动作拯救办公室“久坐族”

●坐正，抬起腿，屈膝，并
抓住膝盖
●将你的腿尽可能地贴
近你的前胸
●保持这一姿势10秒钟

●用手掌去触摸身体
另一侧的肩胛骨
●然后用另一只手轻
轻地握住手肘，向反方
向拉伸

●坐着的时候伸直腿
●屈身尽量去摸你的
脚趾

本报讯（记者 胡舒彤 通讯员 李航）12月 23日下午，还未
到饭点，新安县职业高级中学食堂已是一派忙碌景象。记者在
食堂后厨看到，食堂操作间内安装的64个高清摄像头把每一步
的操作场景同步传输到手机客户端“舌尖安全网”上。通过该平
台，教育、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可对食堂进行实时监控，学生家长
也可通过手机客户端进入“看后厨”专栏，观看食堂后厨的“现场
直播”。

孩子们的饭菜是否营养卫生，许多家长十分关心。2017年
起，新安县大力推进“互联网+明厨亮灶”工程，通过视频监控式
的“明厨亮灶”，使后厨可视、可感、可知，逐步实现食品安全操作
环节可视化、监管方式信息化、社会监督透明化、加工流程规范
化，切实保障广大消费者的知情权、监督权和饮食安全。该县督
查局积极跟进督查，推进工作落实。截至目前，该县学校食堂、
托幼机构“互联网+明厨亮灶”覆盖率已达100%，养老机构食堂
也将在本月底前实现“明厨亮灶”全覆盖。

“下一步，我们要构建企业自律、政府监管、公众参与的食品
安全社会共治格局，全面提升餐饮业食品安全整体水平。”该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人说。③8

厨房现场直播 监管一目了然

新安实现校园“明厨亮灶”全覆盖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12 月 24 日，郑州市召开会议部署
2020年禁放烟花爆竹工作，并公布禁放烟花爆竹的区域。对在
禁放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的人员，将予以罚款和拘留。

会议明确，金水区、二七区、中原区、管城回族区、惠济区和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东新区、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郑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的区域内，新郑市、新密市、
登封市、荥阳市、巩义市、中牟县、上街区中心建成区区域内，禁
止生产、运输、储存、销售、燃放烟花爆竹。

按照规定，公安机关对在禁放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的个人
将处 100元以上 500元以下罚款，并处 5日以上 10日以下行政
拘留；对在禁放区域内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的相关单位，及利用宾
馆、饭店等经营单位场地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的，依据相关规定要
求，对单位、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拒
不整改的，对单位经营管理人员处5日以下行政拘留。

郑州警方实行举报有奖制度，对举报有功人员将及时兑现
奖励。举报电话：110、0371-69623700。③8

明年郑州继续禁放烟花爆竹

制图/周鸿斌

桐柏县自然资源局强素质促脱贫呵护绿水青山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杜福建

严寒挡不住干事创业的热潮。每
天一大早，桐柏县自然资源局的干部
职工在参加完晨会之后，便立即奔赴
全县自然资源管理的各个岗位，认真
履职尽责，争当“自然卫士”。

今年以来，该局结合“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把素质提升的成果
融入绿水青山呵护中，响亮地提出了自
然资源管理“全市争第一、全省争先进、
全国争位次”的“三争”目标，推动主题教
育走细、走深、走实，助力脱贫攻坚，有效
保护了生态环境，促进了经济发展。

领导带头，严格学习教育。该局
坚持把学习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抓在
日常、严在经常。局党组书记对学习

教育工作亲自谋划、部署、督查，党组
班子成员每 3天召开一次碰头会，每
周召开一次学习推进会,组织一次督
查排队，夯实了局党组学习教育的主
体责任。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党组
书记和各班子成员坚持带头学、示范
学，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印发了全局
每月、每周学习计划，编印了主题教
育、高质量党建、扶贫政策、法律法规
等学习资料汇编共 5类 2500余册，人
手一册；统一发放学习笔记本 6大类
2400 余本，人手 6本。全局 8个党支
部共组织集中学习 42次，闭卷理论测
试 6 次。坚持以督促学，表先促后。
通过严抓学习，党员干部“两个维护”
意识和政治理论素质明显增强。

立行立改，塑造良好形象。该局把
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

实四项重点措施贯通起来，做到有机融
合、一体推进。班子成员、各党支部书
记和中层干部紧密结合分管工作，确定
调研题目59个，深入分管工作一线、扶
贫攻坚一线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同时，
坚持把查摆问题和整改完善提高贯穿
始终，先后召开了专项整治会、征求意
见会，开展谈心谈话等，制定整改措施
60余条。为防止“空对空”，他们制定
了专项整治工作台账，逐一“清零”。对
主题教育中积累的一些好做法、好经
验，用规章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打通
了改进作风与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
里”，群众认可度显著提高。

培育典型，树立学习榜样。“火车
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近年来，桐柏
县自然资源局先后涌现出勇救落水老
人的英雄群体、病倒在巡山一线的优

秀共产党员王子毅、退役军人应急救
援大队等先进典型，中央电视台、河南
电视台、河南日报等主流媒体多次报
道。在主题教育期间，该局倡导党员
干部职工学先进、比先进、赶先进、超
先进，组织学习身边的先进典型，利用
先进人物、英雄群体的无私奉献精神
来滋养党员干部初心，发挥好典型引
路作用。通过选树典型、宣传典型、学
习典型，用身边事教育影响身边人，全
局上下形成了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
良好风尚，激发了干事创业、忠诚担当
的激情，达到了预期效果。

知行合一，擦亮党员名片。一个党
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党支部就是一个
战斗堡垒。桐柏县自然资源局坚持在
主题教育中以学促做、学做结合，组织
各支部党员积极参加各类志愿服务和

义务劳动。组织局班子成员和各党支
部书记捐款2.2万元，并分头对帮扶村
贫困户和敬老院孤寡老人等进行走访
慰问。从该局干部职工队伍中选拔退
役军人 120名，组建了“桐柏县退役军
人应急救援大队”，先后参与脱贫攻坚、
抗洪抢险、夏粮抢收、山区地质灾害防
治、义务植树、道路铲雪等任务，受到上
级部门和社会各界群众的一致好评。
精准扶贫开展以来，该局党组提出了

“精力投向贫困村，身影立在群众中，汗
水流在地头间”的口号，要求党组成员
带头，党员干部人人争先，让党旗在脱
贫攻坚主战场上飘扬。截至目前，该局
共计派出驻村工作队3个、第一书记12
名，明确帮扶责任人 251名，分包贫困
户 640户 2587人，投入资金 240余万
元，圆满完成了脱贫攻坚任务，获得了

省委授予的“第一书记选派工作先进单
位”荣誉称号。他们把主题教育激发出
来的热情转化为推动工作高质量发展
的强大动力。在服务保障项目用地中，
局党组提出了“宁要土地等项目，不让
项目等土地”的服务理念，共计报批土
地2800余亩，服务保障项目216个，被
南阳市自然资源局评为完成目标任务
先进单位。截至目前，已通过补充耕
地、出让土地等途径，为县财政创收20
个亿。该局土地执法工作被评为“全国
国土执法监察工作先进集体”，地质勘
探被省政府表彰为“河南省找矿突破战
略行动先进单位”。通过主题教育，全
局上下呵护绿水青山的使命感、责任感
更加强烈，打击“双违”的力度更大，为
淮河源头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民更
富作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