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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群众办实事社会视点

扫码上顶端
@领导

冷链存储 便民更富民

掩映在群山中的盛湾镇周湾村，
满垄的小蜜薯正在收获。村民甘红伟
和妻子正在仓库里分拣刚收上来的小
蜜薯。“这是最近一周的战果，有2万多
斤，分拣后通过电商销售。”

甘红伟 50 多岁，去年返乡种了
80 亩小蜜薯。“小蜜薯虽然比蔬菜耐
储存，但是容易发霉变质。”甘红伟
说，去年镇上建了冷链仓储中心后，
一旦不能及时走货，他就将小蜜薯送
去保存。

“冷链仓储使小蜜薯延长了保鲜
时间和销售周期。过去销售周期仅 3

个月，现在可达7个月。”丹阳湖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负责人马旭辉说，生鲜农
产品上市期短、产量大，若没有冷链设
施，只能被压价收购，走线下批发。“有
了冷链仓储，在价格平稳后错峰上市，
可实现企业、基地、农户的多赢。”

“生鲜水果、高山蔬菜、丹江大
闸蟹等农产品均有冷链仓储配送需
求，但在 2019 年前，淅川县城无大型
冷链仓储中心，多数乡镇无农产品保
鲜冷库。”淅川县商务局局长程治国
说，今年县里将完善冷链仓储物流体
系作为农村电商全覆盖巩固提升行

动重点，采取先建后补方式加大农产
品产地预冷、保鲜冷藏、冷链配送设
施投入，推动农产品出村进城。“目
前，全县 15 个乡镇中 12 个已建成农
产品冷链仓储中心，明年将实现乡镇
全覆盖。”

得益于冷链仓储，皇冠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负责人赵俊伟尝到了甜头。

“6月中下旬，四季豆集中上市，供过于
求，价格下跌。不到一周，价格就从每
斤 5元跌到 0.6元。”赵俊伟说，公司从
农户手上收购，最后再到批发市场，投
入成本是每斤 1.6元，已经远高于当时

的零售价。
“过去，由于无法保鲜，要么亏本

出售，要么当垃圾倒掉。”赵俊伟说，今
年不同了，在政府的支持下，他们在香
花镇建了农产品冷链仓储中心，配置
了冷链运输车，有效解决了农产品的
保鲜问题。“我们把收来的四季豆放进
冷库，等市场价格上扬后再出售，不仅
不会亏损，而且还有不少盈利。”

随着冷链物流的普及，打通了农
产品出村进城的梗阻，今年上半年，淅
川县农产品网售额 1.83 亿元，同比增
长16%。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程贺

“生活物品已送到，感谢每一位防疫工作人员的付出。”近日，兰考
市民王先生通过顶端新闻“我想@领导”平台，对当地政府部门表达了
谢意。

近段时间，许多群众的求助和建言得到回应和解决。

●政府部门送菜到家，群众表示感谢

7月 27日中午，兰考县南彰镇周庄村村民王先生通过平台留言，
称因疫情防控原因，没办法去镇上买菜。据王先生反映，家里人多，蔬
菜出现不足。

接到留言后，记者迅速与开封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联系。经协调，两
个半小时后，兰考县南彰镇政府将新鲜蔬菜送到王先生家中，同时对村
内有类似情况的群众也提供了送菜到家服务。

收到物资后，王先生留言表达感谢：“信息发布后，顶端新闻立即与
我取得联系，并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政府部门迅速解决了我的难题。
感谢兰考县政府、顶端新闻将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同时，王先生也表
达了歉意：“县政府早已对生活物资方面做出了安排，而我了解得不全
面，为此我要向政府部门表示抱歉。”

兰考县政府服务热线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 7月 24日开始，村委
与社区已负责送菜到家。如果群众需要补充生活物资，可与所在村委
或社区工作人员联系。

●红绿灯时间设置不合理，现已完成勘察调整

“东三环北向南车流量一直很大，东西方向很少有车，但红绿灯读
秒却是平均分配，导致南北方向经常拥堵。建议缩短东西方向绿灯时
间。”7月18日晚，郑州一市民在平台留言。

收到群众留言后，郑州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立即安排相关职
能部门现场勘察调研，并进行流量检测。

群众反映的路口西侧为蝶湖森林公园，东侧为蝶湖公园，目前南北
方向车流量较大，节假日期间东西方向行人较多。东西方向虽然车流
量不大，但由于东三环道路较宽，行人东西方向跨路通行需要一定时
长，为保障行人过街安全，东西方向绿灯放行时间不宜再缩短。

为进一步提高通行效率，结合群众反映的情况，7月 20日，郑州市
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对该路口高峰时段信号灯作出调整：将南北方
向信号绿灯延长 10秒放行，同时进一步优化节假日时段信号配时方
案。下一步将继续进行观察优化，提升通行效率。

●污水外流、尘土飞扬，转办后立即整改

“郑东新区西三街地下污水外流，窨井盖污水不断涌出，两边商户和
居民生活受到影响。”7月13日，郑州市民于先生在平台留言，希望相关部
门能尽快维修。接到群众反映后，记者迅速与郑东新区区委宣传部联系。

“目前已基本完成管道疏通工作。”7月24日，郑东新区综合行政执
法局（城市管理局）回复称，接到留言后，市政部门工作人员于7月14日
到达现场，并对现场污水进行抽排，同时使用潜望镜、管道机器人等专业
设备查看管道堵塞原因，并制定相应的解决方案。

近日，郑州市民李先生通过平台反映，郑州高新
区天成博物馆项目施工现场尘土飞扬，也无人管理，
已影响天健湖公园环境。

接到留言后，高新区控尘办与沟赵办事处工作
人员立即到现场核实。针对天成博物馆项目存在的
问题，高新区控尘办联合沟赵办事处已对该项目下
达停工整改通知书，要求项目负责人立即对存在的
问题进行整改，整改完成后须经沟赵办事处验收通
过，方能继续施工。8

□本报记者 韩春光
本报通讯员 陈欢欢

大暑刚过，走进通许县咸平街道
办事处五里卜社区的保鲜冷库，只见
一派繁忙景象，叉车工正聚精会神地
在保鲜冷库门口，往大货车上装运成
袋的洋葱。

“通过客户介绍，我把今年收购的
450吨洋葱都放在了五里卜保鲜冷库，
今天要装车运往杭州，一车能净挣
3000多元。”正在保鲜冷库指挥叉车往
大车上装洋葱的刘先生高兴地对记者
说。

据介绍，这座保鲜冷库是五里卜
社区张虎等 4位村民共同创办的河南
众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所经营的其中
一项业务，主要业务是为蔬菜瓜果保
鲜，占地 6000 余平方米，目前保鲜储
存有洋葱、蒜薹、大蒜、白菜、有机菜
花、萝卜、娃娃菜、蟠桃、葡萄等蔬菜瓜
果，储存量达4500吨。

“2020年，五里卜社区干部得知我
们几个想建一座保鲜冷库，积极帮助
我们协调土地。”张虎谈起社区干部鼓
励帮助他们创业时，心中很是感慨。

保鲜冷库的拔地而起，破解了应
季农副产品储存难、销售难等瓶颈制

约，增强了集中采购、错峰销售等能
力，让农副产品对接市场时更有优势，
同时还可以吸纳许多村民在保鲜冷库
务工。

“俺社区有离县城近的优势，为了
持续增加果农、菜农的收入，给村民提
供更多务工岗位，社区干部多方努力、
大力支持保鲜冷库建设。保鲜冷库建
成后，村集体经济因此每年增收5万余
元。”县人大代表、五里卜社区党支部
书记于占喜对社区冷链存储的发展和
村民增收充满信心。

每年 4月蒜薹打捆包装，5月至 6
月洋葱、土豆、大蒜打捆包装，10月至

11月菜花、白菜、萝卜打捆包装，保鲜
冷库都需要大量人力，可以安排 30多
名村民在此务工。

“俺在保鲜冷库干活，一天一结
账，一天挣 400 元，既能照顾家，又能
增加收入。”30多岁的村民顾闪闪，一
边往编织袋里装土豆，一边知足地说。

“接下来，我们与社区干部一起谋
划，再建一座 6000余平方米的保鲜冷
库。这样，不仅能吸纳更多村民就业，
而且还能让更多农产品搭上冷链物流
的快车销往全国各地，让更多村民增
收致富。”张虎信心满满地规划着未
来。8

把小事办好 让群众满意

每天，距淅川县城 20分钟车程

的毛堂乡闫家沟村，村民杨冬梅都早

早忙碌起来。作为县里专聘的 267

名“乡使”之一，她的主要工作是收集

村民当日要发的快递，通过县邮政分

公司设在村口的物流服务网点，把大

小包裹送上公交专线，再将收到的网

购物品逐一交给村民。

而这正是 2019 年河南省入选

全国物流降本增效综合改革试点以

来，农村越来越常见的景象。今年年

初，《河南省加快农村寄递物流体系

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印发，明确到

2025年底，全省快递进村全覆盖。

如何补齐农村物流短板，让乡

乡有网点，村村有服务，农产品运得

出，消费品进得来？就此，记者近日

到快递进村成效显著的淅川县采访

调查。

快递进村咋跨越“一步之遥”

进入大暑，天气湿热，南阳市卧龙区农业农村局组织的专业技
术人员来到潦河示范园区玉米田，指导秋季病虫害防治。这是该局
认真落实“藏粮于技”战略，提高服务“三农”质量和效能的主要举措
之一。

当前，秋作物进入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重要阶段，是“七下八上”防
汛抗旱、防灾减灾的关键时期，必须一环扣一环抓紧抓实田间管理、防
汛抗旱、防病治虫等工作。为此，卧龙区农业农村局组织专业技术人员
深入田间地头。

为实现防虫害、稳秋粮的目标，7月份以来，卧龙区农业农村局安
排专业技术人员，及时调整工作重心，积极转入到以草地贪夜蛾为主的
秋作物重大病虫监测防控工作，同时下发《卧龙区草地贪夜蛾防控预
案》，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分包乡镇进行调查、指导。

在潦河示范园区，专业技术人员看到，确定为调查对象的 20多亩
玉米长势喜人。据种植户介绍，“由于麦收后一直干旱，未能及时播种，
错过了最佳种植时期，但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抱着试种心态进行播
种，没想到玉米苗长这么齐壮。”

据了解，为确保秋粮丰产丰收，专业技术人员经常到田间，根据不
同田块的庄稼生长情况，分类指导、分类施策，指导抗旱、排涝、保苗。
根据不同作物的生长特点，卧龙区农业农村局还编写了《秋作物田间管
理意见》《秋作物病虫情报》等技术资料，发给种植户，为秋粮丰收丰产
打下良好基础。8 （孙叶 李太宇）

□本报记者 翁韬 本报通讯员 陈啸虎 李丽敏

夏末时节，夜幕降临，走进焦作市武陟县圪垱店镇小刘庄村，一盏
盏路灯耸立在入村道路两侧，随处可见三三两两的村民在悠闲地散步、
说笑、锻炼身体……

“现在下夜班再也不害怕了。”谈及安装的路灯，在圪垱店村鞋厂上
班的村民郭春红赞不绝口。

小刘庄村位于国道237东侧，从大路到村口有1公里的入村路，由
于路况好，路面宽，成了村民晚饭后散步、活动的好去处。由于入村路
没有安装路灯，给过往行人和车辆造成很多不便。

圪垱店镇纪委在小刘庄村监督检查惠农政策落实情况时，了解到
有许多村民反映入村路没有安装路灯问题。“此事村民早有反映，我们
村‘两委’也开会研究了很多次，初步预算购买灯杆加上安装费用至少
需要花费10万余元，但是村集体没有钱，我们也犯难……”小刘庄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玉洲无奈地说。

“小刘庄村的路灯问题，不仅是群众的‘烦心事’，也是镇纪委的‘心
头事’。”圪垱店镇纪委书记原锞说，“经过多方打听，我们了解到县城刚
换下一批旧路灯杆，质量还可以，可以翻新安装，不用花多少钱。”

镇纪委马上协调县城管局，为小刘庄村争取到39个旧路灯杆，从县
城拉回了村里，经过打磨、上漆、购买底座，复旧如新，并安装了高规格
LED景观路灯，成了入村路夜间照明工程，最终花费不到3万元。

“路灯亮了，晚上出行再也不用担心了，这事办到咱群众心坎上
了。”村民王治堆说。8

连线基层

抓紧田间管理 夯实丰收基础

路灯亮了 民心暖了

□本报记者 韩春光
本报通讯员 杨振辉 任振宇

“8包，没错吧？”公交车师傅探出
脑袋。

“对，不错！”谢玉江揩去额头的汗
珠说，“最近卖得不赖，下午还有几
包。”

7月 28 日晌午时分，上集镇草庙
沟村快递服务点，村民谢玉江将客户
订购的桃子打包搬上公交车，“客户
下单后，我们一般都是清晨采摘，当
天发货。”

“过去，村里没有发货点，每次发
货都得跑到镇上，件数少的时候，挣
的还不够油钱。”谢玉江日夜盼着，不
出村就能把货发走，如今这个梦想已
经实现。

村级寄递服务是物流配送体系的
末梢。为了激活这个末梢，淅川县推

出联配联送物流模式，整合交通、邮
政等部门，形成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
网络。

“政府做媒，快递公司和邮政部门
联姻，既降低运输成本，又提升配送
效率。”淅川县邮政分公司总经理张
军说，现在发往乡镇的下行件，在县
级物流服务中心统一分拨，派送至乡
镇物流服务站，返程时再捎回乡镇的
上行件，实现一批货、一辆车、一站
达。

在试点线路，途经村里物流配送
点的城乡公交车，承担快递员职能，
只要把包裹往车上一放，寄递人员在
交接单上签字，公交车司机免费把村
民的包裹送到乡镇物流服务站。

依托此模式，越来越多的特色农

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全县拥有各类
电商 4300 家，直接或间接从业人员
近 3 万人，去年网络销售额达 3.35 亿
元。

农产品上行，工业品下行。近年
来，淅川县持续推进农村客货邮融合
发展，已建成 27 个客货邮融合站点，
开通 60 多条客货邮合作线路。去年
全县农村地区收投快递包裹达 31 万
件，快递进村比例达 100%。

针对村民居住分散，快件收投规
模小、集约化程度低，快递进村揽投运
输成本高、时间长的问题，国务院研究
室干部，挂职淅川县委常委、副县长徐
紫光建议，充分调动企业积极性，推广
抱团进村、驻村设点等模式，发挥邮政、
交通、供销、商贸等网络优势，扩大快递

进村覆盖面。
“邮政部门作为快递物流行业国

家队，在布局农村网点方面具有优
势。”淅川县极兔快递负责人陈征说，

“许多山区地广人稀、位置偏远、业务
量少、运输成本高。通过邮快合作，利
用邮政乡镇网点办理快件收投业务，
可以优势互补、合作共赢，让老百姓享
受到更多生活便利。”

政府推动计划总投资 14亿元、规
划建设用地面积 300多亩的大型综合
物流园区正在建设。“建设集冷链物
流、产品加工、电子商务产业园等为
一体的大型综合物流园区，倾力打造
智慧物流系统，力争早日实现农村物
流统配统送更快更好。”淅川县农业
农村局局长杨明宇说。

冷链物流补齐农产品上行短板

资源整合畅通村级寄递

随着快递进村进入冲刺阶段，许
多新鲜事不断涌现。走进上集镇光明
村，“共富驿站”的招牌引人注目。这
个占地 100多平方米的站点不仅寄收
各种快递，还具有金融、通信等服务，
兼具超市、电商平台等功能。

村党支部书记赵全红说，目前村
里正与叮咚买菜、橙心优选等平台洽
谈，未来村民将有更多购物选择。“我
们不收租金，不收快递代收费，银行、
电商平台等入驻单位缴纳的年服务
费，能保障2名员工每人每年4万元以
上的基本收入”。接下来，“共富驿站”
模式将在全县推广。

上集镇丹阳村的石材市场改造后，
吸引顺丰、京东、圆通等10家快递品牌
入驻，每年给村集体带来30万元经营收
入。65岁的丹阳村村民王明礼，原先靠
打零工为生，应聘为这里的保洁员后，每
月有了稳定收入。

“目前，全县 464 个建制村，实现
了村村通快递。保守估计近 500个乡
镇、农村站点，按每个站点 2名员工测
算，能为农村就业创造巨大活力，更不
用说为冷链、仓储、电商、直播等产业
发展带来的广阔就业空间。”淅川县邮
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快递进村拉
近的不只是城乡公共服务差距，更推

动了农民生产生活现代化，巩固了共
同富裕的基础。

随着乡村物流堵点的逐一打通，
人才、技术、资金等要素上山下乡速度
也按下快进键。行走淅川发现，乡村
多了不少新面孔。种药材的职业农
民、养生态甲鱼的家庭农场主、高山茶
直播带货员……他们正在乡村发掘新
机遇。

“我们的高山生态农产品营销联
盟，成员已增至 30多名。”前些年辞掉
城里工作、回老家西簧乡徐家台村创
办生态农产品基地的徐长虹，最了解
山区的新变化，“2017年，只有零星几

个人返乡，这两年，物流快递直达偏远
山村，返乡从事林下经济、生态养殖、
电商直播的年轻人明显增多。”

眼下，联盟成员正在山间普及金
银花、软籽石榴、羊肚菌等种植技术，
推进农旅融合发展。在西簧乡卧龙岗
村，年轻村民全亚楠入驻了村里今年
新建的众创空间，将野生茶、笋干等农
产品销售出村。数月来，她的工作室
旁已有 6 名本村、外村创业者陆续进
驻。

快递从城到乡，产品从乡入城，双
向交流互动，让越来越多的中原乡村
不断涌现新商机、充满新希望。8

快递物流为乡村振兴添翼

淅川县九重镇邹庄村邮政综合便民服务网点，村民在家门口取快递。8 杨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