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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市

“三个一批”项目总投资超900亿元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两个更好”指方向，美好生活看信阳！
小雪过后，风渐冷，冬渐深，河南省农村

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电视电话会议的召
开，却像燃起一把熊熊大火，点燃了老区人
民的冬日激情！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
是幸福。”1月 3日，在信阳召开的全市城乡
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第二次推进会上，信阳市
委书记蔡松涛再次强调：城市和乡村都要综
合整治，交通整治也要一并纳入。把信阳美
好生活的底色亮出来、风采亮出来，以全民
参与大作为、人居环境大变化，真正实现信
阳处处“净起来、绿起来、亮起来、美起来”。

一场比颜值也要比内涵的治理“六乱”、
开展“六清”、实现“四起来”的城乡人居环境
综合整治行动，在 18925平方公里的信阳大
地上全面铺开。

城市家园越整越宜居

前不久，市民发现，围了多年的新华西
路科技苑项目，在去年12月 9日被拆除围挡
后，很快变成了便民临时停车场，变化可谓
翻天覆地。

在信阳中心城区，这并非孤例。新华西
路东江锦尚房地产开发项目围挡后移了，长
安路上的物森佳苑棚户区改造项目、信应路
口的龙悦春天项目围挡拆除了，多年被占用
的人行道还路于民了；信阳供电公司夜以继
日，影响行人过往的中山北路 01、04号两台
环网柜也被安全迁移了……

最高兴的要数信阳第八、第九小学的师
生们：八小西侧的小微地块，变成了“城市书
房”项目，他们很快将享受到有品位的文化
生活，原业主也将分享文旅融合和产业整合
带来的收益；九小东侧的2亩多地，转化成教
育用地后，学校不出资就可在此扩建教学
楼，只需用建好后的一二层房屋弥补拆迁征
地成本。

“创新源于担当。”浉河区五里墩街道办
事处党工委书记吴继宏坦言，少花钱，办大
事；不花钱，也要办成事。

中心城区越治越美，县区城镇又怎么样
呢？

息县淮河街道办事处息都社区小八栋
住有 300多户居民。早前这里是郊区，随着
城市飞速发展，慢慢被高楼包围，没有路
灯、下水道，进出道路坑洼不平，上网靠着
网线扯了很远接过来，不少人还用机井取
水生活。

城乡人居环境综合整治中，这里蜘蛛网
一样的网线不见了，私搭乱建的棚子拆除
了，修通了下水道，引来了自来水，铺上了柏
油路，装上了明亮的路灯，通信光缆接进家
家户户，社区还安排了两名保洁员，负责这
里的环境卫生。

长年和妻子在外打工的龚永华再次回
来，巨大的变化让他不敢认。

走进豫南重镇平桥区明港镇，街道整洁
通畅，楼宇干净明亮，街边绿植生机盎然，曾
经的私搭乱建、乱堆乱放不见了，流动摊点、
出店经营的没有了，枯树杂草、街边垃圾搬走
了，人车交织、乱停乱放的现象越来越少了。

明港镇加强沟通协调，强调信息共享，
将全镇拧成一股绳，党员干部、社区工作者
和志愿者们齐上阵，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
一米”，努力化解群众身边的烦心事，清除私
搭乱建173处，清理违法户外广告210起、违
法建筑3处，治理出店、占道经营600余起。

山中小村越扮越迷人

12月 25日，虽然是周六，商城县的基层
党员干部，却个个忙得团团转，从山村到集
镇，处处干得热火朝天。

达权店镇汪埠村部对面，65岁的吴让湖
和老伴正在自家院子里忙活着，旧砖砌起的
矮墙新盖上了琉璃瓦，新栽的几棵月季、桂
花和大叶女贞，焕发着生机和活力。透过院
中几架晾晒待干的挂面，两层小楼显得温馨
明亮。

见到村党支部书记吴卫彰带我们进来，
好客的老两口赶紧停下手中活迎了上来：

“吴书记啊，早就该听你话，把俺这小院好好
整整，院子变美了不说，还能多放几架挂面，
少说也能多挣个三五千元。”

汪埠村位于鲇鱼山水库上游，境内的灌
河湿地是远近闻名的摄影创作基地。G220
边上的波盂山渡口，是水库对岸盛店、何家
畈两个村通往外面的交通要塞。

脱贫攻坚中，镇上争取来 1100 多万元
的渡改桥项目，在宽阔的水面上架起了公路
桥。受够了交通不便之苦的当地群众，结合
路肩培护，提前搞起了绿化，在新修的通村
公路两边，栽上了 600 多棵紫薇和大叶女
贞。

“过完年一开春，这条路就成景观大道
啦，一路田园绿，两岸青山随，水面波光闪，
鱼翔鸟翻飞，保准让你着迷。”达权镇宣传统
战委员兼武装部长李帆自豪地说。

光山县孙铁铺镇江湾村积极发挥党员
干部和志愿者的示范带动作用，老党员王绪
银、苏存瑞带头拆除自家门口搭建的铁棚和
破旧房屋。村里大喇叭及时表扬宣传，群众
被发动起来，积极参与清理水塘，清理私搭
乱建、残垣断壁，村里环境越变越美。

“乡村要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商城
县达权店镇党委书记李喜华说，“只要全镇
党员干部群众齐努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
富的乡村振兴梦，就一定会早日实现。”

水乡明珠越擦越耀眼

1 月 3日，参加信阳城乡人居环境综合
整治第二次推进会的代表们，来到淮滨县栏
杆街道办事处王湾村，顿觉眼前一亮：

高大的雪松青翠挺拔，排列在道路两旁
夹道欢迎；河畔游园内，草地黄、桂花青，老
树新枝、长廊小亭，皆成风景；远处的田野
里，绿油油的麦田，围着一片闪着银光的蔬
菜大棚；清盈盈的水面上，轻舟画舫，游人竞
美，好不热闹。

“美丽王湾，全都是党员干部领着俺们，
一锹一镐干出来的。”村民郑琴自豪地说。

王湾村地处淮河支流洪河畔，四面环
水，是淮滨有名的市级文明村、省级生态村、
国家级巾帼示范村。近年来，该村大力建设
美丽乡村发展生态农业，走农旅融合新路，
以“美好环境”催生“美丽经济”，实现了从贫
困到富裕的美丽蝶变。

“在网上看到王湾的视频，我们一家都
被吸引来了。这儿不仅好玩，还可以就近到
果蔬采摘园里去摘草莓、买黄瓜带回家，大
人小孩都高兴。”专程驱车来玩的赵先生高
兴地说。

“以水为媒做好水文章，以地为媒做强
果蔬业，以景为媒做活旅游业，坚定走好‘美
好生活看信阳’的美丽幸福路。”栏杆街道办
事处党工委书记马键表示，持续推进乡村振
兴战略，加速新型城镇化建设，把王湾村打
造成全县的“后花园”，他们一直在努力。

“把信阳的好山好水露出来，把美好生
活看信阳的底色亮出来。”蔡松涛表示，要把
城乡人居环境综合整治作为开展“能力作风
建设年”活动的重要抓手，作为考验干部能
力作风的重要战场，以小切口展现大作为，
树牢“干”的导向，锻造过硬队伍，为加快老
区振兴、加速绿色崛起、实现美好生活打下
坚实基础。8

要颜值 更要内涵

信阳全面开启“美颜+”模式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一开始组织找我谈话时，我回绝了。
当村党支部书记，一怕没精力，分神耽误了
生意；二怕能力不够，干不好让别人笑话。”
元旦前夕，见到信阳市浉河区东双河镇刘
家畈村党支部书记胡金明时，他正领着村
里的党员志愿者，在东双河里捡拾垃圾、清
理坡上的杂草。说起往事，胡金明快人快
语。

在家乡人眼里，胡金明是个能人：早年
外出打拼，在北京事业有成，前几年响应号
召回乡创业，在紧邻刘家畈的庙坎村，投资
建成了信阳书画院，成为老区文学艺术界和

文化旅游产业的一张靓丽名片。
去年年初，基层组织换届，老支书刘宗

炎已经64岁，不再继续留任。镇上经过筛选
和考察，找到胡金明，希望他能回村领着乡
亲们一起干。

消息传开，乡亲们奔走相告、喜不自
胜。没想到他却不想干。

打小在村里长大，胡金明兄弟姊妹四个
至今都生活在这里。亲戚朋友一齐劝，老支
书刘宗炎的一席话更让他汗流浃背：“金明
啊，你在外发达了，可作为刘家畈人，是东双
河的水养育了你，你就甘心家乡的老少爷们
一直受穷？再说了，你是个党员，组织交代
的任务，你怎么敢往后退呢？”

老支书敲醒了他，遇事敢闯敢拼的胡金

明下定决心：没二话，干！去年 3月，胡金明
全票当选为刘家畈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
主任。

东双河镇地处信阳南部山区，盛产板
栗。在镇里支持下，上任第一件事，胡金明
就在原有板栗协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东双河
镇党建+板栗产业联盟，按照“五统一”产业
模式，把联盟成员发展到 400多人，辐射范
围扩大到全镇 18个村，并在北京、武汉、郑
州、广州等大城市建立了营销网点。仅此一
项，让全镇板栗种植户年平均增收7000元。

去年11月底，全市掀起城乡人居环境综
合整治，对全域旅游创建和美丽乡村建设积
攒有一肚子主意的胡金明应势而动，带领党
员干部和积极分子，成立了“爱刘畈、美家

园”志愿者小分队，带头清理垃圾，发动群众
参与，督促清理卫生死角。

一个多月下来，群众散养的猪圈、鸡圈、
鸭圈拆除了，臭气四溢的旱厕改造了，乱堆
乱放的柴草堆不见了，河里漂浮的垃圾袋被
捡走了，一口口大水塘也变清了。一些群众
还学着城里人，在房前屋后种上了花花草草
和香樟、桂花、银杏等绿化树种，一个个村庄
像梳洗打扮过一样，越来越好看。

“这样坚持下去，美丽刘家畈就能成
为信阳的后花园，借助十分钟经济圈，出
门入闹市，归家进花园。到那时，刘家畈
群众就会过上让城里人羡慕的美好生活
呢。”新年新气象，畅想未来，胡金明脸上
放着红光。8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晶晶 通讯员 聂
建武）1月 7日，新县陡山河乡疫情防控点前，来了一名
面色羞涩的男青年，主动要求成为一名志愿者。

这名男青年叫李新春，是一名放假回家的大学生，
看到网上疫情防控相关报道后，就想着为家乡做点事。

“虽然我还是预备党员，但面对新一轮疫情，思想
和行动不能预备。现在正是党考验我的时候，我有责
任和义务站出来。”李新春激动地说。

在李新春的带动下，又先后有王晓庆、曹钦等多
名大学生加入抗“疫”一线，为家乡疫情防控贡献力
量，展现共产党人的实干担当和当代大学生的青春
底色。8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刘
力娜）1月 6日，潢川县青年志愿者协会召开第一次全
体会议暨成立大会，通过了协会章程，选举产生了会
长、副会长、秘书长和常务理事。

据介绍，成立潢川县青年志愿者协会，旨在引导
广大青年深入学习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永葆志愿服务“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
初心，引领青年思想、凝聚青年力量、动员青年建功，
团结更多的优秀有志青年，精准高效开展志愿服务，
打造具有潢川特色的青年志愿服务品牌，为建设美
好潢川奉献青春力量，推动全县青年志愿事业蓬勃
发展。8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王
玉霞）1月 8日，罗山县人民医院顺利通过三级综合医
院执业评审，成功跻身“三级综合医院”行列。

评审会上，罗山县县长余国芳表示，这将全面推动
医院高质量发展，持续提升医疗综合服务能力，不断满
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医疗服务的需求。

在此之前，2021年 12月 28日，罗山县紧密型县域
医共体医疗健康服务集团总医院在县人民医院揭牌。

2020年 10月和 2021年 3月，该院曾先后被评为
“河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和“全国巾帼建
功先进集体”。8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马
泽一）“固始是全省唯一一个保函使用率（保证金替代
率）达到 100%的县。”1月 7日，谈起实施“阳光保”免
费保函为企业减负的创新实践，固始县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工程交易股常玉荣自豪地说。

从去年 12月出具第一份至今，全县已为 10家中
标企业和20多家投标企业出具免费保函30余份。

长期以来，工程项目招投标过程中缴纳保证金等
相关政策，让企业参与门槛高、负担重、运作效率低，市
场缺活力。

去年6月份以来，固始县坚持“项目为王”理念，经
过充分调研，从企业角度考虑，于12月创新推出“阳光
保”免费保函模式，使参加工程项目投标以及中标企
业，无须缴纳保证金，由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平台免费出
具保函即可，让企业无忧参与招标投标全过程，使其在
项目运营实施中减负前行、加速快跑。

据了解，固始县出台的“阳光保”免费保函措施，
在全省乃至全国尚无先例。他们将原来全部由投
标、中标企业所负担的保函费用，由政府财政预算补
贴一部分，合作担保机构减免一部分，通过广告和公
益募集补充一部分，让企业投标、履约零门槛、零费
用、零操作，实现全部工程项目“阳光保”免费保函全
覆盖，把政府对市场主体的服务和支持转化为“真金
白银”，极大地激发了市场活力，有力促进了招标投标
市场的公平竞争。

“以往缴纳保证金或者提交电子保函，不仅占用流
动资金或者需要支付担保费用，而且手续十分麻烦。
现在好了，有了‘阳光保’免费保函，我们可以更专心地
搞好工程建设。”刚刚获得“2020—2021 年度固始县
诚信企业”的河南山河路桥工程有限公司经理梁家红
高兴地说。8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邹
乐）1月 4日，全省第三期“三个一批”信阳分会场系列
活动在淮滨县举行，信阳共集中签约、开工、投产重大
项目156个，总投资达900.5亿元。

集中签约项目34个，总投资108.8亿元。其中，制
造业项目 30个，总投资 93.3亿元；属于战略性新兴产
业项目 24 个，总投资 88.4 亿元；10 亿元以上项目 2
个。开工重大项目70个，总投资566.6亿元。其中，制
造业项目39个，总投资201.6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项
目6个，总投资134亿元；10亿元以上项目16个，其中
主导产业项目 6 个。投产重大项目 52 个，总投资
225.1 亿元。其中，制造业项目 22个，总投资 86.8 亿
元；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6个，总投资21.2亿元；10亿
元以上项目7个，其中主导产业项目4个。8

固始县

“阳光保”免费保函为企业减负

罗山县人民医院

成功跻身“三级综合医院”行列

潢川县

青年志愿者协会奉献青春力量

新县

大学生回乡主动上“疫”线

胡金明的乡村梦想

女人寨上赏雾凇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隆冬来临，冷湿空气屡屡过境，大
别山中频现雾凇奇观。

登上安徽省金寨县与河南省商城
县伏山乡接壤的女人寨上，地上干爽
无雪，山间植被却全都银装素裹。高
大的松树，好似披上银甲的武士，站满
整个山坡。

奇峰上巨石闪着金光，与岩缝中
银装素裹的苍松相互映衬，愈发美
艳。极目远望，远山如黛，田园如绸，
如明珠般点缀其间的农家小院，轻轻
浅浅地飘着炊烟。

走近了看，一朵朵晶莹剔透的松
花，在高大的青松枝头绽放，美艳绝
伦。松树丛中，低矮的杜鹃成了玉树
琼枝，晶莹的枝条，伸展出美妙的姿
态，仿佛为出征勇士献舞的仕女，让人
无限爱怜。8

右图 商城县女人寨冬日雾凇盛
景。8 刘宏冰 摄

左图 信阳城市更美好。8 刘宏冰 摄

上图 美丽王湾如画廊。8 王长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