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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
体记者 王冰珂）“马上要过年，疫情又反
弹……不要去集会，不办婚丧宴；不要去扎
堆，不要胡乱窜。”1月 22日，新华区焦店镇
焦店村村室，镇文化站站长宗秀稳又拿起
小喇叭吆喝起来。但这一次，宗秀稳是在
排练小品《咱村的小喇叭》。

排练小品为哪般？宗秀稳说：“村里要
办云上‘村晚’，我们编了新的防疫顺口溜，
排成了小品，并录出视频，让群众待在家里
看‘村晚’，在欢笑中增强防护意识。”排练
现场，除了宗秀稳和几名演职人员，没有任
何观众。

“乡村春晚是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的新颖形式，也是推动乡风文明的重要途
径。”平顶山市群艺馆馆长吴佳介绍，结合

疫情防控形势，平顶山市策划了 7场云上
乡村春晚，依托公众号“平顶山市群众艺术

馆”的专题板块，以云发布和云联播的形
式，展现新年俗、新乡风、新面貌。

当天下午，宝丰县大营镇清凉寺村村
民毛俊辉家中，10岁的女儿张林夕在妈妈
的帮助下，参照《幸福中国年》舞蹈排练微
信群里的视频，一遍遍地练习动作。父母
还将张林夕的练习视频发到微信群里，由
辅导老师在线指导。

为了减少人员聚集，该市“村晚”筹备
组使出高招：首先控制人数，每个节目不能
超过20人。前期排练时，每个节目的负责
人召集演出人员，分别找空旷场地进行排
练，或者组织演员线下练习，线上交“作
业”。

在录制节目时，各节目组挑选村室、文
化广场等场地，由志愿者进行把控，演职人

员体温检测合格后方可入内。拍摄采取无
观众、单个节目分时段录制的形式，每半个
小时录制两个节目，确保云上“村晚”安全、
喜庆。

据介绍，平顶山市云上“村晚”于 1月
29日播出首期，将持续至2月 19日。“平顶
山市群众艺术馆”公众号设有直播间、活动
图集和往期回顾等板块，通过图文、直（展）
播、短视频等多种形式，全面呈现活动进展
和亮点，扩大影响力和覆盖面。

“疫情防控要加强，同时欢乐不能少。
云上‘村晚’是在当前形势下对文化活动的
改良，既筑牢了疫情防控防线，又丰富了群
众精神生活，从而让老百姓度过一个平安、
喜庆的春节。”平顶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副局长黄静说。6

云上“村晚”欢乐不减
平顶山市结合疫情防控形势，分块排练、错时录制7场乡村春晚丰富群众精神生活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通
讯员 张旭）1月 26日，记者在汝州市专业户街市场看到，每
个作坊都用透明玻璃将原料库、包装间、成品库、操作间分隔
开，现代化生产车间干净整洁，可以随时接受群众监督。

去年底，汝州市委开展优化营商环境专项巡察，针对群众
反映的小作坊“脏乱差”和食品安全担忧问题，与汝州市场监
管局沟通，提出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前提，以食品安全整治为主
线，全面治理提升小作坊，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汝州市委巡察组制订工作预案，市场监管工作人员主动
介入，在硬件整治中开展“五个一”，即一定要挨家挨户了解情
况，充分掌握民意；一定要查看实际生产经营条件和布局，讲
明整治的必要性；一定要逐一与作坊主谈心交流，理清突出问
题和难点；一定要召开全体作坊主的食品安全会议，拟出整改
措施和方案；一定要根据各个作坊的实际情况，邀请专业人员
进行上门指导，进行“私人定制”，找出问题症结、对症下药。

同时，汝州市在实行食品安全“7S”管理制度即“整理、整
顿、清扫、清洁、素养、安全、节约”，以及引导作坊主从原料采
购、三防设施、环境卫生、证照上墙等方面入手，增强自觉意
识，保持整治工作形成长效机制。6

汝州市

“软硬兼施”护航“舌尖上的安全”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1 月 22 日，平顶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迎来年度“期末大
考”：全区 23个单位负责人逐一陈述 2020年实绩，包括党的
建设、廉政建设、工作谋划、重点工作、工作成效等方面。

“全年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3亿元，同比增长13.2%”；
“尼龙新材料产业园区围绕‘延链、补链、强链’，积极引进大项
目”；“全面实施基层党建‘四项工程’，完成了基层党建示范点
创建及软弱涣散村党组织的整顿转化”……一个个演讲铿锵
有力、慷慨激昂。

近年来，平顶山高新区不断加强干部作风建设，每年末组织
一次党员干部“期末大考”，即“学比争、看实效”夺标赛活动，通
过亮工作、找差距、谋规划，以“真刀实枪”激励大家干事作为。

作为全市创新驱动示范区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平顶山高
新区围绕“放权、扩围、搞活”，按照“档案封存、全员聘任、以岗定
责、绩效考核”原则全面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全区干事创业环境
不断提升，营商环境不断优化，产业投资洼地逐步形成，在国家
高新区排名中晋升21个位次，被科技部作为成功典型在全国推
介，并在全省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推进会上作典型发言。6

平顶山高新区

学比争、看实效迎年度大考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通讯员 宁建鹏 王洋）近日，郏县
中医院顺利通过国家三级中医院设置验收，成为平顶山市首
家县级三级中医院。

郏县中医院原是二级甲等中医院，去年10月被省卫健委
确定为全省首批符合三级中医院创建条件的10家县级中医院
之一。近年来，该院通过强强联手、招才引智，实现了各个专科
竞相迈进：心衰中心通过国家级验收，“断指（肢）再植”医术填
补医院空白，糖尿病科晋级省级重点中医专科，基因扩增实验
室（核酸检测实验室）一次性通过省级验收和二级生物安全备
案，电子病历成功通过省级审核，“朱汉章针刀医学奖”“马应龙
肛肠诊疗技术研究院区域‘学术顾问’”等殊荣花落该院。

郏县中医院党委书记杨智慧介绍说，医院等级创建不仅是
推进医疗水平上台阶的重要举措，也是提升医院管理水平、让
人民群众尽享优质医疗卫生资源的重大民生工程。医院将以
此为契机，不断提升法治化、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信息化管
理水平，把三甲中医院创建纳入“十四五”医院发展规划，努力
打造“政府满意、患者满意、社会满意”的公立公益医院。6

郏县中医院

成功创建为三级中医院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通讯员 朱莉娜 李轶昂）“谢谢你
们帮我追回被骗的钱款，真是太感谢了！”1月 24日，舞钢市
市民董女士为舞钢市公安局送上一面锦旗。

去年以来，舞钢市公安局以教育整顿为牵引，紧紧抓住群
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龙头，以“雷霆行
动”“平安守护”“云剑追逃”等专项行动为载体，全力净化社会
治安环境，整体工作实现了新跨越、新发展。

坚持以上率下，凝聚发展动力。舞钢市公安局将民警、辅
警“八小时之外”活动情况作为党委民主生活会、支部组织生
活会的重要内容，党委班子成员结合典型案件和最新精神，定
期为党员讲授党课。

传承红色基因，熔铸忠诚警魂。去年，该局组织党员赴信
阳市新县接受“红色教育”，并举办了英模武顺安和省劳模路
俊霞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如今，“学英模劳模、扬正气、崇尚
荣誉、争先创优、比学赶超”蔚然成风，打开了工作新局面。

邀请群众参与，请人民进行监督。舞钢市公安局坚持“开
门教育整顿”，先后召开警民恳谈会 327次，走访家庭 5539
户，排查矛盾纠纷 117起，消除治安隐患 157处，提升了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6

舞钢市公安局

教育整顿促工作提质增效

近期，宝丰县瞄准国内陶瓷市场需求，设计烧制出《牛》
《福寿葫芦》等多种现代汝瓷工艺产品，供应节日市场。车
间及作坊内，汝瓷艺人们或修坯，或装窑，一派忙碌景象。
图为 1月 25日，宝丰县大营镇汝瓷艺人王国奇展示“瓷牛”
作品。6 何五昌 摄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翠竹潇潇，临轩作画。寒冬时节，位
于大山腹地的鲁山县四棵树乡黄沟村，几
处“自助式”农家院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近年来，鲁山县黄沟村在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中，拆除荒废危旧房屋，建起小微
游园、花园、菜园、果园和停车场（“四园一
场”），并且创新形式，把还能居住的土墙
柴瓦房加以修缮，打造为“自助式”农家
院，满足市民的田园生活梦。

2018年以来，黄沟村相继建成了“自助
式”农家院12所，不仅给厨房和卧室配备了
一应俱全的老式家具，还有图书室可以休闲
阅览。每所农家小院可同时容纳3-4户家
庭、8-10人居住，开业以来，吸引了络绎不
绝的游客，成为平顶山市乡村旅游的一大亮
点。去年1月，第一批4座“自助式农家院”
已顺利通过鲁山县“四星级”农家乐评审，带
动村集体经济收入近20万元。6

图为游客在农家院里享受悠闲的田
园生活。6 马进伟 摄

平顶山致力打造“两山”理论实践基地

绿色润鹰城绿色润鹰城““煤煤城城””变变““美城美城””

旧房“变身”
农家院

1月 25日，演出人员在文化广场录制
“村晚”节目。6 叶艳丽 摄

鲁
山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1月 16日，平顶山市白龟山水库。蓝
天白云映衬下，一只只远道而来的红嘴鸥，
在碧绿的湖面上嬉戏，划出一圈圈涟漪。
市民们或拿着相机定格美好，或携家带口
领略湖光冬色，或伴着音乐轻快起舞，一派
其乐融融的景象。

蓝天、白云、绿水，共同构建起了平顶
山引以为傲的生态圈。过去一年，平顶山
市实现优良天数 264天，净增加天数居全
国第一位；和汝州双双入选2020年度国家
节水型城市，而全省仅有 6个；入选 2020
中国宜居宜业城市榜单，成为全省 5个获
此殊荣的城市之一。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对优美生
态环境的需求更加迫切，由过去的“盼温饱”

“求生存”转变为现在的“盼环保”“求生
态”。作为老工业基地和资源型城市，平顶
山市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壮士断腕、弃旧择新，生态环境大幅改
善，实现了从“煤城”到“美城”的华丽转身。

走进平顶山市生态环境局，在微型空
气站监控平台上，每个乡镇的实时数据一目
了然。去年，该局建立了以环境空气自动监
控平台、微型空气站监控平台、地表水环境
质量自动监测系统、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
系统、可视化视频报警平台、运输车辆管控
门禁和视频监控系统、非道路移动机械监
管平台等七大平台为主的“智慧环保”监控
系统，推动监管由人力向智能科技转变。

2020年，平顶山再次把持续改善大气
环境质量列为重点民生实事，根据全市工业
企业特征、地理气象特点、季节变化、污染物
排放现状，有针对性地制定了阶段专项攻坚
方案——一季度重点开展冬春季大气攻坚，
二季度启动环境空气质量改善集中行动，三
季度重点打赢臭氧污染治理阻击战，四季度
突出打好秋冬季污染防治攻坚战。

同时，该市实施了压煤、降尘、控车、迁
企、减排、治烟、优油、畅路、净水、增绿“十
大攻坚”举措，先后对钢铁、水泥等重点行
业67个项目实施了超低排放改造，完成了
111 项省定重点工业企业的深度提标治
理，指导、协助十余家企业申报了绿色环保
引领企业。

在开展大气污染防治的同时，平顶山
市持续推进国土绿化提速行动，努力实现

“山区森林化、平原林网化、城市园林化、乡
村林果化、廊道林荫化、庭院花园化”，
2020年全市共完成造林 19.27 万亩，占省
下达造林任务的177%。

元旦前夕，鲁山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正
式启动。该项目主要承担河南电网的调
峰、填谷、调频、调相和紧急事故备用等任
务，其本身具有的工业旅游资源价值，将促
进工程区及周边旅游资源的开发。

近年来，平顶山扎实推进“四水同治”，
通过外引内联、织密湖脉、城乡统筹推进的
方式，着力打造“系统完善、丰枯调剂、循环
通畅、多源互补、清水绿岸”的全域水网，并
在全省率先编制完成《全域循环生态水系
规划》，涉及国土面积7882平方公里、水库

169座、河流88条。
平顶山着力贯通河流水系，优化水资源

配置，投资30亿元完成湛河综合治理，打造
了蜿蜒40多公里、横穿平顶山城区的绿色生
态长廊；投资4400万元完成白龟山水库北
副坝，水库可增蓄水约9000万立方米；投资
30亿元的沙河治理及生态修复工程、投资12
亿元的北汝河治理项目稳步推进等。随着
众多项目的推进，“三纵六横缔七区，四核一
网润鹰城”的生态水系逐步成形。

在水污染防治方面，平顶山严控上游
“来水”，护好居民“饮水”，严管断面“出
水”，水体水质总体呈现稳中向好态势。去
年前10个月，该市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
取水水质达标率 100%，并列全省第一位；

国 省 控 地 表 水 考 核 断 面 累 计 达 标 率
92.5%，居全省第二位。

此外，平顶山还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
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和全过程，不断把
产业结构“调高、调轻、调强、调绿”。2020
年共排查整治“散乱污”企业23家，大力淘
汰落后产能，压减过剩产能、煤炭产能；积
极发展清洁能源和新能源，市区供热普及
率由 2017 年的 60.9%增长至 2020 年的
85%；积极申报国家第三批城市绿色货运
配送示范工程，打造低碳环保的城市绿色
货运配送体系。依托伏牛山区淮河上游绿
色生态屏障建设，“两山”理论实践基地正
在平顶山落地开花。6

绿水青山好运谷6 王冰珂 摄

红嘴鸥起舞白龟湖6 赵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