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李筱晗 通讯员 余江）
“真的没想到，俺们偏僻小村也能用上天
然气，方便省钱还环保啊。”1 月 25 日中
午，息县临河乡罗寨村村民冯娜打开新装
的天然气灶准备午饭，看着蓝莹莹的火
苗，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2018年 5月，罗寨村与息县中燃能源
发展有限公司签下协议，在全村推广使用
清洁能源天然气。2020年8月，工程开始施
工，采用LNG液态天然气工艺，燃气管道进
入各家各户。建好后，中燃能源的运输罐车
不定时往站里添加燃气，加一次可供村民用
3个月，按照每立方3.5元收取费用。

看到罗寨村家家户户都用上了天然
气，邻近的新集、余楼等村的村民十分羡
慕，也纷纷加紧实施天然气入村计划。

“做饭‘伸手有气’、洗澡‘热水随来’，
城里人的便捷生活，正越来越快地向广大
农村扩展。”信阳市发展和改革委驻罗寨村
第一书记陈明强兴奋地说。

村民罗志良家里五口人，以前一个月一罐
液化气，要花100多元钱，“有时候正炒着菜就
没气了。”罗志良说，“现在用天然气一个月才几
十元，不断气不说，还省了来回换罐的麻烦。”

“水泥路村村通，照明电、自来水、天然气、
网络电视家家通，小游园、医疗室、敬老院、文
化广场、生态凉亭应有尽有，俺们这儿一点儿
不比城里差。”罗寨村党支部书记徐明会自豪
地说。

“我们已与燃气公司达成合作协议，计
划将天然气管网引入临河，让更多的群众
用上清洁能源天然气。”临河乡党委书记冯
晓充满希望地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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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主明

隆冬时节，我来到固始县城。
清晨，拧开宾馆的水龙头，一股清泉
喷涌而出。接一杯，迎着灯光瞧，不
见杂质，更没闻到漂白粉的气味。
老朋友说，如今用上了优质自来水，
再也不担心水质不好水量不足的问
题了。

困扰老家固始多年的饮水问题，
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群众渴望
用上纯净甘甜自来水的愿望，终于实
现了，他们高兴地称这是“幸福水”。

史书记载，孙叔敖当楚国宰相
时，“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在
今固始县泉河、石槽河一带修建陂
塘，古称芍陂，用类似长藤结瓜的方
式分流河水，疏导激流防止水涝，又
有陂塘存水灌溉农田，成为淮河流域
著名灌溉工程，使“山溆之湍波”成为

“沃壤之美泽”。
时光千载悠悠过，风流当数新纪

元。几十年来，固始县大兴水利工
程，筑堤坝疏河道防洪涝，修水库挖
水渠灌农田，东有梅山灌区，西有鲇
鱼山灌区，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遍布
全境。

如今，固始城域面积已达 50多
平方公里，县城人口接近全县总人口
的三分之一。马路纵横交错，高楼鳞
次栉比，车辆来来往往，人流熙熙攘

攘，商贸热热闹闹，一派繁荣昌盛
的景象。

县城规模的扩张，加速了
城镇化进程，促进了经济
发展。同时，也带来教

育、医疗、交通、
休闲等居民生
活服务设施配
套的一系列问
题。城市供水
问 题 日 渐 突
出 ，解 决 居 民
生活用水问题

迫在眉睫。
早些年，固始县城人口少，吃水

靠井。上世纪六十年代，城关居民饮
用水靠 100多眼砖井及东关大码头
河水。井水含碱量大，称为“苦水”。
1972年，当地组建自来水公司，打下
第一眼深井，开始提供自来水。到
1987 年，共打深井 12 眼，年供水量
330万吨。接下来，引用史河之水。
河水汛期浑浊，杂质多；枯水期，水质
更差，水量也不能保障。

记得当年有一次，我到县城一位
朋友家做客，看到他家的烧水壶，用
了不到半年时间，壶里就结了一层厚
厚的灰白色水垢。

而今新建的这个水厂，水质清
澈，原水水质属于 1类之水，出厂水
质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要
求。目前，日供水5万吨。满负荷运
转时，可达20万吨。这么大的水量，
这么好的水质，从何而来？

它来源于 57公里外的商城县境
内的鲇鱼山水库，库容量8.31亿立方
米，有足够的水量保障使用；水源主
要来自连绵起伏的群山，没有工业和
生活污染，水质清澈甘甜，即使汛期，
或者枯水期，水质也保持良好。

在那里取水，距离远，成本高；环
评复杂，审批难；沿途经过商城县城
和他们的4个乡镇（办事处），协调难
度大；地形复杂，施工困难；花费多，
县财政难以支付。固始县委、县政府
果断拍板，为人民办实事，迎着困难
上！一定要把“引鲇入固”办好。

作出决策时，所需的十多亿元资
金还没有着落。恰好机遇来了。国
家出台了 PPP政策，县里抢抓机遇，
公开招商。2017年 3月 6日，固始县
人民政府与山东水发集团正式签约，

“引鲇入固”饮水工程启动。县里成
立专门班子，具体组织实施。在协调
审批的过程中，得到了信阳市发改
委、林业、水利等部门和商城县委县
政府的积极支持。

跨县施工，需要做大量的协调
工作。从县城地下通过，要避开好
多地下管网和楼房根基。过河，穿
越桥涵路坝，难度也大。指挥部的
同志们尽职尽责，千方百计，努力工
作，施工单位风雨兼程，工程按计划
推进。

经过两年时间的奋战，工程全
部竣工。一艘取水船（浮坞泵式站）
固定于鲇鱼山水库东瞌楼附近库
区。船上粗大的钢管，一头连接着水
泵，伸进水里，另一头仰达岸边的山
头。一根口径 1.6米的管道，犹如强
劲的巨龙，穿城过河，跨路越岗，经过
商城、固始两县 6个乡镇（办事处），
潜行于地下57公里，直达固始县城。

2020年 1月 18日，随着净水厂
最后一处水闸缓缓开启，“引鲇入固”
饮水工程顺利通水。

固始县饮水问题的解决，不仅是
常住居民的福分，也令外出工作的游
子分外感慨。饮水思源，当淘米蒸
饭，洗菜炒菜时；当拧开花洒，尽情沐
浴时；当开动洗衣机，洗涤衣物时；当
提壶冲泡，享受清亮的茶汤时；当提
桶拿勺，为盆花浇灌时……想没想
过，滴滴清泉，从哪里而来？经过多
少人的努力？动没动珍惜、爱惜、感
激之情？也许有人会说，掏钱买水，
等价交换，天经地义，还需要感谢谁
吗？有没有想过，城市居民，尤其是
住在高层楼房的，如果一两天没水
时，会是个什么样子？

伴随旭日东升，古老的固始县
城，开启了新一天的脉动。晨练的人
们，陆陆续续来到广场、公园、街头绿
地，打拳的、跳舞的、跑步的、慢走的，
多姿多彩。接下来，小汽车、电动车、
摩托车、自行车，来来往往，车水马
龙。人们匆匆忙忙行进在上班的路
上。在这冷气飕飕的冬晨，我看到了
一派红红火火朝气蓬勃的景象，感受
到未来的固始会更加美丽。7

（作者为信阳市政协原副主席）

开栏的话

“十三五”期间，信阳始终坚持民生

为重，财政支出近八成投向民生。

新型城镇化加速推进，城镇年新增

就业9万人以上。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加速

推进，中心城区和各县区一大批重大民生

工程先后投用……一件事接着一件事办，

一年接着一年干，努力让人民群众有更多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即日起，本版推出

“民生信阳大家谈”栏目，坚持百姓视角，听

信阳人自己讲述重大民生工程投用给当地

群众生活带来的美好变化。聚焦百姓冷

暖，传递民生温度。首期讲述人赵主明的

《幸福之水》，说的是固始县“引鲇入固”工程

完工，让近60万固始“城里”人，从此喝上了

清纯甘甜的自来水。9

幸
福
之
水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聂建武

“我现在一个月能挣四五千元呢，比我爸在外务工挣得还
多！”1月 26日，室外冷风凄凄，屋内暖意融融，坐在轮椅上的
张炎一边熟练地操作电脑，一边自信地和我们聊天。

21岁的张炎是新县箭厂河乡杨冲村村民。他出生时被
诊断为脊柱侧弯，脊髓神经损伤，导致高位截瘫。自卑、敏感
的他很早就放弃了学业，一度陷入绝望。

在父母坚持不懈的努力和鼓励下，张炎逐渐乐观坚强起
来。2017年，他参加了政府组织的“电商培训”，学成后，县残联
为他争取了一台价值1万多元的电动轮椅，还用一次性自主创
业扶持资金为他购置了电脑。县里又专门对他家进行了无障碍
改造。如今，张炎在家从事电商客服工作，有了稳定的收入，
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

近年来，新县持续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改造轮椅坡
道，消除台阶障碍，延伸畅通盲道，设置低位服务台、无障碍
卫生间……一项项暖心措施落地，一项项民生工程变成现
实，让全县越来越多的残疾人受益。

田铺乡塘畈村高山村民组 65岁的村民韩光启，2013年
因脑出血导致肢体残疾并丧失劳动能力。6年前他和家人住
进了靠近镇上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新楼房，县里专门在他家
的卫生间里安装了带扶手的坐便器和电热水器，室内沿墙加
装了扶手，进出门路面改成轮椅坡道。他住的幸福家园小区
内还安装了康复训练双杠。

有了这些贴心的无障碍改造，儿子、儿媳可以放心地外出
务工，老伴也能在附近打零工，补贴家用，一家人的生活日益改
善。天气好时，他在老伴的陪伴下到双杠上做做康复训练……
韩光启的日子越过越舒心。

从家庭无障碍到社区无障碍，再到全面环境无障碍，
2020年，新县被评为“全国无障碍环境示范县”。如今的新
县，县城主干道盲道全覆盖，公共空间坡道全覆盖，旅游公厕
无障碍厕位全覆盖，让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残疾人，出门不再
难，生活更方便。7

新县

“无障碍”让残疾人生活更方便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杨帆）1
月 22日凌晨，信阳电网220千伏“信阳变110千伏系统”综合
改造工程改造完成，11个 110千伏出线开关全压冲击正常。

信阳供电公司随即超标准、提级配制巡视人员、物资、车
辆，对所有送电线路开展特巡和红外测温工作，“饱和式”防控
消除风险隐患，确保冬季用电高峰供电线路正常运行。

信阳变电站于1988年 10月投运，是信阳第一座220千伏
变电站，经过三十多年运行，构架老化严重，安全隐患大。
2020年，信阳供电公司创新实施“四位一体”管控机制（分析、
方案、清单、督导），超前开展度冬、度夏电网运行分析，科学编
制方案和重点项目清单，多部门协同推进，确保当年184项重
点工程顺利完成。尤其是“挚亭—春申500千伏线路工程”在
度夏前投运，消除了信阳电网东送卡口问题，有力保障了老区
电力可靠供应。针对六级以上电网风险及三级以上施工作业
风险，该公司全面实施风险“饱和式”防控、重大风险“提级管
控”等措施，并通过建立“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体系，扎实
开展防变电站全停、变电站消防、输电线路“六防”“三跨”等隐
患治理，2020年共消除隐患2852处，清理树障10万余棵，累
计管控各类风险402项、到岗到位1853人次，有效防范了各类
安全风险，确保了信阳电网“大安全”格局的持续稳固。7

信阳供电公司

“饱和式”防控助力“大安全”格局

息县

小村通上天然气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
体记者 刘宏冰）1月 22日上午 10时许，接
通光山县驻北京西城区金融街保洁队党支
部书记周建的电话时，他和他的队友们已
经连续 40多个小时没有休息了。疫情防
控形势吃紧后，除了往日正常的公共环境
卫生清扫和生活垃圾清运外，配合搞好环
境消杀，也成了他们每日必须的任务。

“我和队友们都响应号召，决定今年春
节不回家，留在本地过大年，为守护美丽北
京尽好责，不给国家添乱，不让家乡作难。”
电话那头，周建乐呵呵地说，“家人和亲朋
已经寄来了家乡的茶油、腊肉，还有糍粑、
挂面，我们一家三口留在北京过年，一样可
吃到地道的家乡风味。”

中共光山县委驻北京市党工委书记金
磊告诉记者，根据要求，他们已通过各个驻

京党支部，第一时间把《光山县致在外乡亲
们的一封信》通过微信、电话、短信等多种
方式，传达到每一个光山在京务工人员，倡
导他们积极响应疫情防控要求，留下就地
过年。

信阳是劳务输出大市，常年在外务工
经商人员超过 240万人。去年春节期间，
信阳市返乡农民工有近百万人，不仅为疫
情防控带来极大压力，更为疫消春回后的
复工复产带来重大挑战。

“进入冬季，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日益紧
迫。根据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我们除了
向全市在外乡亲发出就地过年的倡议外，还
主动去电去函，协调信阳老乡流入集中的兄
弟省市，开展为农民工就地过年送温暖活
动。同时号召各级地方政府，积极开展关爱
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行动，解除他们的后顾

之忧。”信阳市务工办主任胡全增说。
1月 13日，北京市人社局等多部门就

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大力开展用人单位和
职工群众健康宣教工作，采取多种形式开
展稳就业服务，保障外来务工人员工资福
利待遇，深入开展务工人员人文关怀和帮
扶慰问活动。对留京保供的家政服务员及
其所属企业，北京市还出台奖励政策，为 2
月 4日至 2月 26日期间在岗服务超过 18
天（含）的，按每单不超过400元给予奖励。

而在务工人员流入较多的苏浙沪地
区，各地纷纷出台“就地过年”补贴政策。
据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政协副主席王志英
介绍，椒江区已经发起以关心关爱外来务
工人员为主基调的“九个一”（一封节日慰
问信、一份节日红包、一份积分奖励、一份
旅游门票、一份暖心流量、一组节日活动、

一份劳动保障、一份健康关怀、一声平安嘱
托）系列活动，对留在台州过年的外来员
工，根据绩效综合评价，分别给予每人 380
元和 280元的补助，另有景区门票三折、奖
励户口落地积分和赠送10G流量大礼包等
多项关爱政策。

无独有偶，浙江温州瓯海区同样出台
了鼓励支持企业稳岗位留员工十条措施，
对于发放留岗福利、改善生活保障等措施，
吸引外地员工留下过年的企业，财政给予
5万元和 10万元不等的补助，更有就地过
年务工人员免费提供防疫物资、优先免费
接种新冠疫苗、景区门票优惠和奖励落户
积分等一系列暖心措施。

“有务工地和家乡党委、政府的双份关
爱，无论在哪儿过年，我心里都是暖乎乎
的。”周建乐呵呵地说。7

政府倡导就地过年 各方倾力广送关爱

“在哪儿过年，心里都是暖乎乎的”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子耀 通讯员 杨绪伟）
“在合作社干，苗圃除草、嫁接茶苗，都是手头活儿，一天一百
多元，我家前年就光荣脱贫啦！”1月 25日，隆冬时节，商城县
长竹园乡长园油茶专业合作社育苗基地内，为油茶苗“盖被保
暖”的村民夏霞，正忙得热火朝天。

“合作社上游连着茶油加工公司，下游连着千家万户的茶
农。”长园野生茶油有限公司董事长谢焕友表示，通过“公司+
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他们带动了 240多户像夏霞这样
的贫困户，每人年均增收4000元以上。

无独有偶，紧邻安徽金寨县的商城县金刚台茶叶合作社，
不仅在本县发展社员526户，还吸引邻近县不少茶农入社。

以经济效益为纽带，坚持合作共赢理念，商城县通过大力
培育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培育粮油、茶叶、油茶、中药材、食
用菌等特色产业发展，极大地促进和带动了农民增收致富。

如今，该县已注册农村合作经济组织1313家，初步形成六
大农业产业化集群，其中“优质稻米产业化集群”被确定为省一
级农业产业化集群。大别山蜂寿堂蜂蜜、五斗坝黑米、商城鲢
鱼等10个产品获得国家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李集乡牵手合
作社被农业农村部评为“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

“全县初步形成北部优质粮油、南部茶叶茶油、山区药材种
植、遍地乡村旅游的产业发展格局”，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王
本乐介绍，通过资产入股、吸纳务工等方式，全县合作经济组织
带动贫困群众2.1万户6.23万人户均年增收2000元以上。

该县还通过举办“萝卜节”“山货节”“农产品进城展销会”
及县长直播带货等活动，推动电商扶贫，全县 10家扶贫供应
商、44个扶贫产品获国务院扶贫办消费扶贫系统认定，线上
线下累计销售扶贫产品近6亿元。7

春节临近，光山县紫水街道办事处前楼村光明花卉盆景园鲜花种植基地大棚内，各种鲜花迎来销售旺季。随着老区人民决战
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往城里人时兴的节庆鲜花消费，渐入山村平常百姓家，也因此带来乡村苗木花卉产业
的发展壮大。靠着种植鲜花，光山县已带动全县5000多贫困人口增收，种植鲜花正成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重要产业。图为1
月25日，前楼村花农正在温室内养护“年宵花”，以满足春节鲜花供应。7 谢万柏 摄

1月25日，位于信阳市鸡公山大街的浉河区消费扶贫馆内，
摆满了腊鸡、腊鱼、平菇、米、面、油等40余种特色农产品。来自信
阳市厨师协会的厨师们，还在展示区现场烹饪鲜美食材，引得购
买年货的群众络绎不绝，现场十分火爆。7 杨德政/文 徐铭/图

民生信阳大家谈

“年宵花”俏百姓笑

商城

合作经济带富老区众乡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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