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烜

暮春时节，行走在许昌乡村，在青山
绿水的掩映中，一幅幅美丽画卷渐次展
开：一条条道路干净整洁，一行行树木碧
绿青翠，一排排房屋整齐划一，一个个庭
院洁净有序，一张张笑脸洋溢幸福，处处
洋溢着人居环境改善带来的勃勃生机。

从“一处美”到“一片美”、从“环境美”
到“内涵美”，许昌市坚持规划引领、生态
优先、内外兼修、共建共享，实施全域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全面提升乡村面貌，建设
宜居宜业的美好家园，不断增强群众的幸
福感和获得感。

水清——
潺潺清流绕山坳

提起“豆腐村”，人们的刻板印象就是
污水横流、臭气扑鼻。可禹州市火龙镇刘
沟村却不见了“旧面孔”，展现出“新容
颜”：河底水草招摇、水体清澈，两岸绿带
环绕，空气里也闻不到一点儿异味。

刘沟村是一个拥有百年豆腐制作历
史的小村庄，村民在制作出鲜美豆腐的同
时，也带来了环境问题，影响了生活品质，
更制约了豆腐产业的发展。

为彻底扭转这一局面，刘沟村启动了
“三治理一提升”工程，即垃圾治理、污水
治理、散煤燃烧治理和产业提升。尤其是
在治水方面，他们争取上级项目资金 180
多万元，建起了一座污水处理站和微型湿
地公园，覆盖全村的污水管网让各家各
户、各豆腐作坊流出的污水汇聚一地，经
过净化后实现达标排放。

同样的场景发生在禹州市鸿畅镇李金
寨村。4月14日，在连通全村污水处理系
统的小型人工湿地旁，李金寨村党支部书
记李孝伟介绍：“湿地的规划建设，依托于这
里地形的自然落差，通过植物吸附、滞留、过
滤进行污水再净化，实现了达标排放。”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
柔。”像刘沟、李金寨一样嬗变的村庄，是

许昌市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推动乡村“净
起来”“绿起来”“美起来”的缩影。

许昌市遵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发展理念，聚焦群众所思所盼，以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为抓手，强化担当，精准
发力，久久为功，致力把农村建设成为“农
民的家园、市民的公园、游客的乐园”。

如今，许昌市 2000 多个行政村（社
区）全部实施“硬化”“绿化”“亮化”“美化”
工程，60%以上的村庄实现了“村庄美、环
境美、生态美、庭院美”的目标。许昌市连
续两年在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
排名第一。

景美——
田园风光美如画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行走在长
葛市坡胡镇孟排村，平坦整洁的水泥路上，
道路两侧随处可见栽植花卉、林木的花园、
树园、游园，构成了韵味无穷的田园风貌。

孟排村共有 4653口人，土地总面积
近5000亩。村“两委”干部把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作为重要工作内容，拓宽主街道，
打造河道游园，建立长效机制，实现了“清

脏、治乱、拆违、增绿”，提升了农村人居环
境质量，也提振了乡亲们的发展信心。

“整治环境，美了村庄，更留住了乡
愁，在这里生活不比城里差。”今年 61岁
的村民郑耀军说，打扫院子和门前的卫
生，整理房前屋后绿植花草，成了他和老
伴儿每天的“必修课”。

实现村庄美丽整洁，离不开农村保洁
员的功劳。

4月 12日，不到早上 5点半，禹州市
顺店镇柳林村的村民保洁员李桂枝就上
岗了。她穿着环卫黄马甲、挥舞着大扫
帚，让村间马路变得干净整洁。早晚清
扫，日间保洁，李桂枝“一点儿不觉得
累”。她说：“村子干干净净，我在家门口
挣到工资，干得可开心！”

像柳林村一样，许昌市按照每 1000
人配备 2名保洁员的标准，配齐配强农村
保洁队伍，形成了覆盖全市的“户投放、村
收集、乡转运、市处理”垃圾处理模式，有
效解决了垃圾处理难题，实现了从“靠风
刮”到“有人拉”的转变，使许昌成为农村
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示范城市。

如今，在许昌广阔乡村，人们行走在
花木婆娑、干净整洁的村中街道，吹拂着

乡野间的阵阵清风，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新
农村生态文明、和谐宜居的喜人风貌。

人和——
笑声朗朗幸福长

美丽乡村从哪里来？离不开优美的
环境、发达的经济，更离不开人的素质的
不断提升、优化。

夜色降临，路灯点亮，在长葛市和尚
桥镇新张营村文化广场上，一群农家妇女
正随着音乐节拍起舞。她们律动的舞姿，
连同干净整洁的道路、精巧别致的建筑、
绿树成荫的游园，共同构成了一幅美丽宜
居的立体画卷。

“以前村里没有文化广场，晚饭后大伙
儿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就是聚在一起打牌，
现在有了文化广场，就多了锻炼身体、休闲
娱乐的好去处。”村民王根栓告诉记者。

大门口墙壁上，悬挂着“共产党员家
庭”“十星级文明户”的牌匾；客厅门前，是
书写有家风家训的木质楹联……在李金
寨村村民谷红霞家，窗明几净，各个角落都
收拾得干净利落。拿出“五美示范庭院”的
荣誉证书，女主人的笑声飞出了客厅。

按照“摆放有序整齐美、卫生清洁环
境美、花木茂盛绿化美、身心健康生活美、
文明风尚和谐美”的“五美”标准，许昌市
开展“五美示范庭院”评比表彰活动，动员
全市妇女争做卫生整治的带头人、主力
军，做到户户参与、妇女争优、全家上阵。

像谷红霞一样，如今，许昌市创建乡
镇级“五美示范庭院”10万余户，把文明
风尚、家风建设、健康文化有机融入美丽
家园建设。

乡风文明，内外兼修。结合环境整治，
许昌村村“种”文化：农家戏唱起来、农家书
屋建起来、农民画家多起来……文化氛围
形成了，村民便在潜移默化中文明起来。

绿树浓荫正怡人，满架蔷薇一院香。
坚持不懈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让许昌的乡
村美了，家庭美了，人心更美了，广大乡村
正在变成农民“身有所栖”的美丽家园、

“心有所依”的精神乐园。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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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勇争先 更加出彩

4月 12日，许昌市区魏文路
盛开的樱花，成为一道亮丽的城
市风景线。

许昌市围绕“一路一树一花
一主题”风格，将带状绿地与道
路景观有机融合，在全市范围内
相继打造出以樱花为主的魏文
路，以紫薇为主的芙蓉大道，以
银杏为主的莲城大道，以小叶女
贞景观造型树为主的竹林路、青
梅路，以法桐为主的魏武大道、
建安大道、学院路等特色景观道
路。7 乔利峰 摄

快来参加创业创新大赛
本报讯（记者 王平 通讯员 苏春雷）为持续推动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许昌市将举办第五届“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
赛河南省分区赛暨“豫创天下”“凤归中原”创业大赛许昌市
选拔赛，符合条件的创业者请于4月30日前提交报名材料。

据了解，此次大赛采用“1+3”模式进行，即1个主体赛
加3个专项赛。其中，主体赛分为制造业和服务业2个项目
组，主体赛制造业项目组既包括采矿冶炼、纺织服装、机械制
造等传统产业的改进创新和升级迭代，也包括信息技术、生
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新兴产业；服
务业项目组既包括商贸、餐饮、住宿、家政、物业等传统服务
业项目，也包括服务研发设计、电商物流、法律服务、教育培
训、人力资源、健康医养、文体旅游等现代服务业。

3个专项赛分别为青年创意专项赛、劳务品牌专项赛和
乡村振兴专项赛。青年创意专项赛面向16至35周岁高校及
技工院校在校生、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项目类型不限；劳务品
牌专项赛面向各类依托、运用劳务品牌培育、开发和创业的项
目；乡村振兴专项赛面向各类乡村创业项目，如农业科技、特
色种植养殖、农村电商物流等。7

许昌市

加大攻坚力度 改善空气质量
本报讯（记者 王平 通讯员 黄子龙）4月 14日，记者

从许昌市生态环境局获悉，该市已全面实现国家下达的
2021—2022年度秋冬季空气质量改善目标。

去年以来，许昌市严格落实中央和省决策部署，制定出
台相关政策，理顺权责关系，明晰部门责任清单。在日常环
境监管中，许昌市生态环境局联动住建、市场监管等部门，
围绕“散乱污”整治等重点领域，强化巡查管控，加大执法力
度，切实解决了一批环境突出问题。

该市还出台《全市工业企业绿色化改造实施意见》，对
重点行业、重点区域绿色化改造提出明确要求，并组织“一
市一策”专家团队现场指导企业实施绿色化改造；市级财政
拿出 600万元奖励 57家绿色化改造企业，累计有 91家企
业通过省级评定，污染排放明显降低；建立会商研判机制，
对3629家企业逐条生产线制定减排措施，实行差异化精准
管控。同时，该市将涉及民生保障的 143家企业纳入白名
单，实施豁免管控，实现了空气最好、影响最小。7

鄢陵县

支部领办合作社 乡村振兴添动力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烜 通讯员 陈东辉

孙莉莉）“我们合作社种植的羊肚菌，现在进入收获期，按照
当前市场行情，销售收入能达到 60万元。”4月 13日，在鄢
陵县彭店镇孟庙村，该村党支部书记韩新宽高兴地说。

孟庙村党支部积极响应鄢陵县推行的村党支部领办合
作社，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号召，牵头成立元高农牧农
民专业合作社，选择羊肚菌种植作为主导产业项目。在合作
社遇到资助瓶颈时，鄢陵县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星火行动”发
挥作用，助其顺利申请到35万元信贷资金，建成了16座羊
肚菌种植大棚，使村集体经济发展步入了良性循环。

去年以来，鄢陵县围绕推动乡村振兴，研究出台《“党
建+农村金融”实施意见》，全面开展“整村授信”，引导更多
金融资源配置到乡村振兴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为村级集
体经济发展壮大注入“源头活水”。

“全面推动乡村振兴，产业是基础。围绕发展壮大村级
集体经济，我们打出了一套‘组合拳’，推动形成了‘一业多
村’联动与‘一村多业’保障并举的生动发展局面。”鄢陵县委
常委、组织部部长祝啟铭说，下一步，将全面推行村党支部领
办合作社，坚持增数量与提质量一体推进，切实提高村级集
体经济发展质量。7

长葛市供电公司

“带电新人”供电保障显身手
本报讯（记者 王平 通讯员 刘楠楠 焦永生）“带电新

人”上岗供电保障显身手。4月14日，记者获悉，全省首家县
级供电企业实施配电线路机器人带电综合检修顺利完成。

前不久，在长葛市葛天大道 10千伏台 12市政线坡杨
支线3号杆至4号杆，机器人在操控下，携带涂料沿导线匀
速爬行，在架空裸导线表面喷涂覆盖绝缘层。随后，另一台
树障清理机器人悬挂平稳后，沿导线缓缓滑行，到达树障隐
患作业点后，配电运维操作人员按下切割按钮，机器人转动
锋利的刀片切割，高效完成树障清理工作。经过 4小时不
间断作业，机器人共清理树障20余处，涂覆裸导线195米，
在高效消除线路安全隐患的同时，也保障了 6家重要企业
客户及1200余户居民客户的正常用电。

“以往架空导线绝缘化的施工方式，存在停电时间长、工
期紧、成本高等问题。如今，机器人进行不停电作业，可以有
效降低作业风险，保障用户正常用电，提升供电可靠性。”长
葛市供电公司副总经理胡旭锋介绍，带电配网树障清除机器
人不仅改变了传统线路巡检和带电树障的处理方式，提高作
业人员的安全系数，还能有效减少停电时长，解放作业人力，
保证居民正常用电和配网线路健康可靠运行。7

4月 12日，在许昌市东城区天宝街道菅庄社区，志愿者和环卫工人
一起清扫街道。7 王烜 摄

□本报记者 王平 本报通讯员 郑法魁

时间是最忠实的记录者，也是最客观
的见证者。

去年以来，鄢陵人以实干为先，笃定前
行，全县经济社会综合实力实现了由跟跑、
并跑向逐步领跑迈进的关键性跨越和历史
性转变，发展环境、经济结构、干部作风发生
系统性重塑，党群干部“闯”的精神更强、

“创”的劲头更足、“干”的作风更实。
大思路谋划大跨越，大手笔书写大发

展。鄢陵，在新征程上书写新的精彩。

项目为王 支撑发展高质量

要干事，先入局。
躬身入局，成为洞察鄢陵脉动的时代

热词和鄢陵人推动项目攻坚的实践平台。
县四大班子领导等“关键少数”担任项

目建设指挥长，统筹推进项目各项工作；县
直和乡镇干部日夜奋战在项目一线，一个
环节一个环节捅“竹竿”……在鄢陵，坚持

“项目为王”不是空话，而是实打实的行动，
“让适宜的种子在适宜的环境中开花结果”。

人民路西延、翠薇路、翠柳路、花城大

道、鹤鸣湖体育公园等一批打基础、补短板
的重大民生项目实施，让鄢陵这个以绿色
闻名的平原花乡，变得更加精致而浪漫。

2021年 12月 21日，首班“许郑欧”国
际班列满载振德集团的医疗物资，编组汇
入中欧班列（郑州）“大军”，最终抵达德
国。风驰电掣的“丝路快车”，承载着鄢
陵对外开放、深度融入“一带一路”的新
使命。

为了推动“许郑欧”国际班列早日运
行，鄢陵县委、县政府成立工作专班，破解
难题，加快进度……

随着“许郑欧”国际班列的开启，鄢陵
企业驶入了发展的春天。振德集团看准
这里良好的区位和一流营商环境，将在此
地打造全国最大的医用敷料生产基地。

最是蝶变动人心。去年，鄢陵县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等五项主要经
济指标增长率均居许昌市首位，“三个一批”
项目签约率、开工率、投产率均为100%。

民生为重 提升百姓幸福感

“天使白”冲锋在前，“守护蓝”日夜奋
战，“志愿红”无私奉献，一个个向险而行、

日夜坚守的逆行背影，成为 2021年鄢陵
人最受感动和最温暖的记忆。

面对防疫抗洪双重考验，鄢陵人坚决
圈住封死疫情，守住了“没有一处决堤、没
有一名人员伤亡”的“金标准”，赢得了两
场硬仗的胜利。

发展有温度，幸福有质感。
2021 年，鄢陵县民生支出占公共财

政预算支出 72.3%，新增就业任务全面完
成；义务教育课后服务全覆盖……鄢陵县
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体现着
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改善民生，鄢陵把推进城乡融合共同
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在大马镇屈岗村，映入眼帘的是干净
整洁的道路、粉墙黛瓦的庭院，还有街角
处一字排开的分类垃圾箱。

在鄢陵，一场以“清脏、治乱、拆违、增
绿”为主题的人居环境综合整治，让新与
旧共存，古典与现代交融，推动乡村振兴
之路越走越宽。

择高而立 为花都蓄势赋能

择高而立，向宽而行；足履实地，不骛

虚声。
2022年，鄢陵县统筹做好传统产业、特

色产业、新兴产业“三篇文章”，着力打造许
昌城乡共同富裕先行试验区中的“先行区”。

择高而立，孕育在鄢陵产城融合、城
乡一体的“大盘”中——以鹤鸣湖、高铁站
为核心，贯通锦绣路中轴线，打造新的产
业和城市发展经济带。

择高而立，映照在经营城市的有益探
索中——通过顶层设计、规划布局，最大
化融入智慧城市元素，促进产业链、供应
链、要素链精准耦合，推动以城养城、以业
兴城。

择高而立，体现在项目承载转移，扩大
招商引资中——实施开放招商“一把手”工
程，面向京津冀等地开展精准招商，签约落
地一批优质项目；扩大“百园增效”成果，提
高亩均产出，打造工业提质增效强引擎。

择高而立，遍布于鄢陵民生实事的清
单“变现”中——推进项目清单责任化、督
导常态化、实效化，办好一件件民生实事。

大道之行，一以贯之。花都鄢陵，正
在用建设工地的热火朝天彰显发展决心，
用实打实的高质量发展书写属于自己的
崭新传奇。7

实干争先 花都“蝶变”
——看鄢陵如何奋力打造河南高效生态经济高地

让乡村成为宜居宜业的美好家园
——探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许昌样本”

““樱花大道樱花大道””美如画美如画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烜 通讯员 娄巍）路有
“路长”、街有“街长”、排有“排长”，明确各自的责任路段、责
任区，分包示意图上墙公示，每位群众都能在示意图上找到
自家位置和分包责任人。在长葛市老城镇，网格化管理让群
众看得见、看得懂，谁是分包责任人一清二楚、明明白白。

据介绍，长葛市老城镇采用“纵横到边、覆盖全镇、责任
到人、监管到位”的网格化管理模式，构建了“以自然村为
网、小组为格、街巷路为线、重点区域为点”的四位一体管理
网，推动全镇人居环境整治再上新台阶。通过健全完善“路
长”制、“街长”制，老城镇将责任层层落实，充分调动了全民
保护环境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下一步，该镇将继续坚持人居环境整治网格化管理机
制，发挥示范村（社区）的引领作用，通过网格联动实现齐抓
共管，营造整洁优美、文明和谐的人居环境。7

长葛市

网格化管理 助推人居环境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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