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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群众办实事

乡村增颜值 百姓增福祉

□本报通讯员 王向灵 卢健

“感谢感谢！多亏了你们的关心和帮助，要不我家就损失
大了！”

8月初，沈丘县洪山镇东胡庄村村民胡鹏伟，将一面上书
“病魔无情人有情，担当作为解民忧”的锦旗，送到县纪委监委
派驻县发改委纪检监察组组长董立欣手中。

据介绍，胡鹏伟今年种植大棚西瓜 30余亩，5月上旬迎
来成熟销售期。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他的11岁的大女儿突然
因病住进了河南省人民医院，胡鹏伟和妻子不得不在郑州陪
护女儿。

由于胡鹏伟回不了家，加之沈丘发生疫情，眼看成熟的西
瓜就要烂在地里，这可愁坏了胡鹏伟的老父亲胡子峰。无奈
之下，胡子峰在邻居的帮助下，通过微信发出求助。

县纪委监委派驻县发改委纪检监察组得知后，第一
时间驱车来到东胡庄村，并分别与派驻单位县商务局和
洪山镇党委、镇政府联系，共同解决胡鹏伟家的西瓜滞销
问题。

在县纪委监委派驻县发改委纪检监察组协调下，县商
务局为胡鹏伟家办理了车辆通行证，开通了“绿色通道”。
同时积极对接县农贸市场，联系销售渠道，使得胡鹏伟家滞
销的西瓜变成“订单西瓜”。洪山镇党委、镇政府和东胡庄
村组织 20多名镇村干部、志愿者，为胡鹏伟家义务采摘、装
运西瓜。

在大家的帮助下，胡鹏伟家的西瓜得到了及时销售，几乎
没有受到损失。7月下旬，胡鹏伟的女儿康复出院。回到家
的胡鹏伟，及时制作了一面锦旗，表达感谢之情。8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程贺

作为2022年郑州市重点民生实事之一，解决“悬空老人”
下楼难的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再次被广泛关注。近日，郑
州市印发《郑州市城市更新工作领导小组关于既有住宅加装
电梯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给加装电梯提
供了新依据、新指导、新利好。

为更好地协助各县区帮助老楼加装电梯，解答市民在
加装电梯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8月 15日起，顶端新闻推出
特别策划“加梯帮”，联合政府部门、行业专家、加梯企业等，
聚焦加梯新政，倾听市民声音，让老人们早日享受“上上下
下的便利”。

● 新变化：扩大适用范围 放宽公积金提取条件

据了解，《实施意见》明确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适用范
围从过去的郑州市内五区扩大到全市所有行政区域，同时
将本市行政区域内国有建设用地上符合加装条件的所有既
有住宅全部纳入适用范围内，不再区分别墅、单一产权和个
人产权。

同时放宽公积金提取条件。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提取住
房公积金从原来的需电梯项目建成取得特种设备安全监督
管理部门核发的《使用登记证》后方可提取，变为现在电梯项
目开建前参加联合审查会议取得《联合审查会议纪要》后就
能提取。

此外，还有规范联合放宽公积金提取条件审查相关程序、
遵循《民法典》相关精神、加强电梯施工环节管理、强化安全规
划设计要求、完善加梯相关保障措施等共计十个主要方面的
变化。

● 加梯有问题，上顶端@领导为你答疑解困

老旧小区普遍没有物业，谁来主导？谁来推进？底层住
户的权益如何保障？

8月 15日起，顶端新闻推出特别策划“加梯帮”，征集市
民在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过程中遇到的“难事儿”“烦心事
儿”。如果你想给老楼加装电梯，或在加装电梯过程中遇到难
题，或者咨询加梯新政，均可通过河南网上问政新平台——顶
端新闻“我想@领导”，向所在县（市、区）领导留言，平台核实
后，将第一时间转交辖区相关部门进行沟
通办理。

此外，顶端新闻将联合政府部门、行
业专家、加梯企业等，发布权威政策，解
读加梯新政，倾听市民声音，助推新政落
地。同时，也期待更多的市民关注顶端
新闻客户端“加梯帮”专题进行报名，提
出你的意见和建议。8

新政发布破解加装电梯难题

扫码上顶端
@领导

病魔无情人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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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汤传稷

7月7日，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电视电话会议提出，要全面实施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全面治理农村生
活垃圾，科学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务实
开展“厕所革命”。近日，记者到我省农村
部分地区走访发现，我省广大农村瞄准“生
态宜居”的目标，聚合力，补短板，清死角，扫
盲区，扎实推动乡村人居环境大改变。在
乡村颜值不断提升过程中，广大群众的幸
福感和获得感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提高。

乡村美了，垃圾少了

8月 11日，记者在登封市东华镇少阳
寨村采访时看到，该村一排排房屋错落有
致，主次干道均已硬化，且干净整洁，几乎
找不到散落的垃圾。在主干道一侧，每隔
几十米就有一个小铁皮棚子，棚子内摆放
着三只绿色大垃圾桶。

8月 12日，记者在伊川县吕店镇王村
村委会所在地附近看到，该村主干道是一
条笔直的大路，道路两侧是绿化带，种植
有翠竹和一些树木，绿意盎然。道路两侧
每隔一段距离都摆放有大垃圾桶。路面
干净整洁，给人带来爽心悦目的感觉。

连日来，记者走过许多类似的乡村，
特别是公路沿线的村庄，村容村貌虽各具
特色，但大多干净整洁，并配有垃圾桶，地
面垃圾也很少见。

良好的村容村貌需要维护和保持。
采访中，记者经常看到一些环卫工人的身
影，即使在烈日下，他们也没有停歇，清扫
着散落的垃圾。

不少村子发动群众开展清洁家园活
动。8月 11日，在郏县渣园乡寺街村和仝
楼村，身穿红马甲的党员、志愿者积极参
与人居环境整治，为创建“生态宜居星”贡
献力量。显然，整洁的村容村貌背后，是
许多人辛勤的付出。

瑕不掩瑜，仍有不足

记者在调查采访中发现，一些村庄虽
然也摆放了垃圾桶，但也存在一些小问
题。在伊川县丁流村、司马沟村、棉枣庄
村等地，一些垃圾桶显得有些破旧且脏污

严重，有的垃圾桶有破损，仍在使用。有
的村子里虽摆放有垃圾桶，但有的村民没
有改掉随手乱扔垃圾的坏习惯，一些垃圾
桶里是空的，而距其不远处的地面上却散
落着一些垃圾。

焦作孟州市西虢镇赵坡村村民反
映，该村长期露天堆放各种垃圾，常年无
人管理，严重影响周边环境。垃圾堆散
发着刺鼻的气味，即使是夏天，村民也不
敢开窗透气。值得一提的是，该村长期
堆放垃圾的情况，本报于两年前曾关注
过，当地有关部门曾表示将关闭、停止使
用该垃圾填埋场。但时至今日，该垃圾
填埋场显然并未关闭。

信阳市淮滨县台头乡大营村和芦集
乡新庄村村民均反映，他们所在的村子脏
乱差的面貌一直未有大的改观。

从记者调查的情况看，上述问题都
是局部的，但也侧面说明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还不能停下脚步，环境整治工作任
重而道远。

全面整治，务求实效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我省农村地域
广阔，情况各异，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也面
临着不少困难。比如，农村每天产生的垃
圾量大，特别是生活垃圾、建筑垃圾、枯枝
烂叶等比较多，垃圾分类收集难，各村庄
的垃圾桶几乎都是“百宝箱”，各类垃圾都
往里面装。与城市相比，因条件制约和村
民素质有待提高，农村全面推行生活垃圾
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
的垃圾分类模式，还存在很大差距，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存在盲区和死角。

鹿邑县城管局工作人员李现理在接
受采访时说，大力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是惠民利民的大好事。建议广泛宣传
人居环境整治、建设美丽乡村、助推乡村
振兴的重要意义，确保村民群众人人皆
知，积极参与“六清”（清垃圾、清污水、清
塘沟、清违建、清杂物、清残垣断壁）义务劳

动；在建立健全城乡环卫一体化长效机制，
完善农村生活垃圾收集、运送、处置体系建
设的同时，强化农村街道社区保洁队伍建
设，提高其福利待遇，教育村民群众要尊重
保洁员的辛苦劳动和形象人格。此外，要
坚持以资源化利用、源头上减量为目标，积
极发挥好村民群众的主体作用。

改善乡村人居环境是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一场硬仗，如何从源头上巩固人
居环境整治成果？采访中，不少基层群
众建议，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村规民
约”内部约束机制，将村民房前屋后的道
路、河道、绿植等卫生保洁、管理保护等
落实到户，将环境整治要求纳入“村规民
约”，杜绝乱倒垃圾、乱堆杂物等不文明
行为，让村民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另一
方面，在通过环境整治打造美好人居环
境“面子”的同时，也要聚焦精神文明建
设的“里子”，传播新思想，弘扬新风尚，
让文明乡风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强大
的精神保障。8

如何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小切口”推动乡村振兴“大战略”？我省提出要全面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五年行动，抓好污水治理、“厕所革命”、垃圾处理、村容村貌整治等多个方面，使全省农村尽快净起来、
绿起来、亮起来、美起来，提高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

目前，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开展得如何？记者深入农村进行调查采访，以期记录这一进程，并
提供参考和借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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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韩春光 本报通讯员 曾权伟

夏日清晨，走近邓州市刘集镇小桥李
村小桥李自然村，只见路边池塘碧水清
澈，片片荷叶铺满水面，朵朵荷花亭亭玉
立。

“原来这是一潭死水，荒草丛生，垃圾
成堆，臭气熏天。经过坑塘治理后，如今
景色宜人，是大家游玩的好去处。”居住在
坑塘旁的村民李科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
动。

据介绍，为了打赢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这场硬仗，刘集镇以坑塘整治、农村亮化、
厕所改造等为突破口，吹响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的“冲锋号”，启动了以清理坑塘积存
污水垃圾、整修美化岸坡、设置防护围栏
等为主要内容的“千村万塘综合整治”行
动。根据坑塘位置、功能、水源条件等宜
藕则藕，宜渔则渔，分类制定生态治理方
案。陈桥、小桥等村，积极争取坑塘整治
项目，对村内坑塘实施整治，在美起来的
同时兼顾灌溉功能。

夜幕降临，石营村道路两旁，路灯交
相辉映。“晚上在路灯下乘凉、聊天，真惬
意。”石营村村民石中月高兴地说。“太阳
能路灯天亮自动关，天黑自动亮，不但节
能环保，还方便夜晚出行。”胡鲁营村村民
胡道刚也高兴地说。

刘集镇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着力
推动亮化工程，加快补齐农村公共照明短
板。厚桥、何冲等村积极向上争取资金，
安装路灯300多盏。曾家村张庄自然村、
单坡村河北郭自然村等村，发动乡贤和村
民捐资，也安装路灯300多盏。

“自从家里修建了具有三格化粪池的
厕所，老人在雨雪天再也不用跑到外面去
解手了。厕所干净又方便，现在我们和城
里人的日子一样美。”余家村村民李三玲
笑着说。

小厕所，大民生。改厕愿望强烈反映
出广大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深切期许，但调
查发现农村改厕有三难：技术难、维护难、

资金难。
为此，该镇在改厕上下足功夫，多

方筹措资金，购置了四辆抽渣车，奖给
改厕任务完成好的陈桥、胡鲁营、石营、
余家村，这些村在解决本村抽渣的基础
上也能服务周边群众。同时，引导各村
成立村环卫服务公司，专门解决后期管
护遇到的问题。目前，全镇改厕已达
2600多套。

刘集镇党委书记郭松说，通过评选
“十佳文明户”、“五美庭院”、“好婆婆”，制
定“门前三包”等制度，群众普遍从旁观者
变成了参与者、支持者，全镇人居环境焕
然一新。8

直击现场

□本报记者 韩春光 本报通讯员 古国凡

酷暑时节，襄城县湛北乡后聂村，一位
中年人顶着烈日一头扎进种粮大户李矿泉
家的玉米地，配农药、拉管子，忙得汗流浃
背。

“杨书记，歇会儿，甭中暑了！”地头传
来李矿泉的喊声。李矿泉喊的“杨书记”，
是后聂村驻村第一书记杨来法。

据介绍，2017年 11月，在中国人民银
行许昌市中心支行工作的杨来法被派到后
聂村任驻村第一书记。2020年，杨来法驻
村期满，但在全村干群挽留下，他服从组织
安排，又开启了新的驻村行程。近 5年的
驻村生活，燃烧着他的青春与热情，记录着
他的成长与收获。

强党建带领村民谋发展

5 年前，后聂村是省级贫困村。虽然
来之前有思想准备，但这里的落后状况，还
是让杨来法吃了一惊。

年逾八旬的独居户王花，家里房屋破
旧，遇到刮风下雨，外面下大雨，屋内下小
雨，看到老人用锅瓢接雨，杨来法心里揪

疼。随即，杨来法从有关部门协调 1500
元，自掏腰包500元，找来施工人员修缮了
老人的3间瓦房。

驻村要“驻”到群众心坎上。杨来法驻
村两个月后，下了一场大雪，老党员刘科的
两座大棚被压塌了，刚栽培的优质葡萄苗
眼看要冻死。杨来法及时送来 5000元维
修资金，组织村干部帮忙很快修复了大
棚。如今刘科发展蔬菜大棚 3座，年收入
10万元以上。

经过走访，杨来法认为，村穷村乱的主
要原因，是基层党组织涣散，党员没有发挥
好先锋模范作用。于是，他采取书记领导
班子、班子带队伍、“五星支部创建”等举
措，强化班子队伍建设；开展主题党日教
育、党员谈心、观摩学习、支部共建等活动，
增强党员干部政治素质；严格落实“四议两
公开”“党务政务公开”“党建六联机制”等
工作法，很快党风、村风、民风焕然一新。

美化乡村提高幸福感

前几年，村里连像样的路都没有。狭
窄的街道旁乱堆乱放，荒废的坑塘边垃圾
遍布。

改变村容村貌，首先要解决资金问
题。杨来法跑回“娘家”，多次找行长钮明

“哭穷”。之后，行长钮明多次协同班子成
员到村里开展调研，出主意、想办法、解困
难。银行先后为村里筹措155万元扶贫资
金、协调1000多万元扶贫贷款。

杨来法四处化缘，又争取到580万元扶
贫资金，带领干部群众治理坑塘河道，美化
大街小巷，改善人居环境，修缮村民住房，建
起文化广场，组建铜器社、歌舞队……不断
增加群众的幸福感。

“走着水泥道，闻着花果香，跳着广场
舞，真得劲！杨书记真是俺村的美容师！”
村民李金格乐呵呵地说。

兴产业助村民鼓腰包

过去由于没有产业支撑，村民缺乏增
收门路。经过调研，杨来法决定引导村民
因地制宜发展旱鸭养殖。

“搞养殖风险大，弄不好几年翻不过
身。如果成功了，那是他的政绩；赔本了，
他一拍屁股走人，我们背了债咋办？”村民
们起初对他并不买账。

“赚钱了，收益是集体和大家的；赔本

了，损失我来担！”杨来法给干部群众吃了
定心丸。

2018年，杨来法自掏腰包 10万元，又
找到村党支部书记王国志和村党员干部带
头投资，注册资金100万元，成立襄城县聚
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村集体占股20%，群
众占股80%。

从此，杨来法经常钻进鸭棚，观察鸭子
生长情况，为鸭棚通风换气；遇到技术难
题，他请来养鸭师傅指导；资金周转不开，
他跑到“娘家”求助……2019年，由于养鸭
村集体收入20万元，入股群众都分得可观
红利。

随后，他引导村办企业加工肉蛋制
品。目前，肉牛养殖场、鸭蛋加工厂、农机
合作社等10多个村办民办企业应运而生，
全村贫困户早已脱贫，村集体年收入达 50
万元，村民年均收入由 2017年的 3000元
猛增到现在的1万多元。

养殖户王树群，在杨来法引导下养旱
鸭，光出售鸭蛋，年收入就数十万元。肉蛋
制品厂总经理郭延杰佩服地说：“别看杨书
记文质彬彬，搞起经营真有一套，帮助我们
筹资金、拍视频、做电商，真成俺们的‘主心
骨’了！”8

能“来法子”的“主心骨”

人居环境美 村民笑容多

社会视点·关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今年8月起，郑州市开展为期3个月的城市精细化管理机
动车辆、非机动车及共享单车违停专项整治活动。近日，金水
区智慧城市管理中心和未来路街道办事处、金水区城市综合执
法局未来路执法中队联合行动，对市民反映的重要路段开展乱
停乱放、占压盲道等违停行为专项整治。8 刘絮 摄

连线基层

多措并举
全面整治违停车辆

邓州市刘集镇石营村安装50盏太阳能路灯，既节能环保，又方便村民夜间出行。8 曾权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