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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行走在永城市演集镇陆楼村宽

阔平坦的水泥路上，秀美的乡村风景映入

眼帘：两侧的景观树在微风中轻轻摆动，农

户房屋的墙面上画上了正能量的宣传画，

整洁的庭院外，各种果树果实累累挂满枝

头，老人们围坐在一起悠闲地下棋……呈

现出一幅欢乐祥和的场景。这一切，得益

于永城市近年来开展的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行动。

永城市按照“搞干净、放整齐”和“三无

一规范一眼净”（村庄无垃圾堆放、无污水

横流、无杂物挡道，日常生产生活物品堆放

规范，交通公路沿线干干净净）的总要求，

切实改善农村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受到

了百姓的支持与好评。截至目前，全市已

有631个村基本实现了“三无一规范一眼

净”的目标；122个村基本实现硬化、绿化、

亮化、净化、美化的“五化”美丽乡村建设阶

段性要求；建设农村生态产业园64个；建

成市级卫生村483个、生态村471个、文明

村146个。永城市2014年被评为河南省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先进市，2015年又

被推荐为全国美丽乡村建设示范县（市）。

AA 凝聚共识凝聚共识 全民参与全民参与

家住城关镇南关村的王大爷，一直以

来都对市场周边占道经营、污水横流、垃圾

乱扔、广告乱贴等现象深恶痛绝。今年3

月份，一场全民参与的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战役”在城关镇打响，大家惊喜地看到身

边的环境一天比一天好转。首先是村主任

来到家中了解情况，征集大家的意见，接着

镇里、村里相继召开大会，传达市委的部署

和要求。大家纷纷从自身做起，看着周围

的环境一天天干净起来，大家心里乐开了

花。

除去采煤沉陷村、城市建设拆迁村、产

业集聚区拆迁村和重大项目建设拆迁村

外，永城市要求，所有村庄都要按照“搞干

净、放整齐”的要求开展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工作，村庄要实现“三无一规范一眼净”，为

群众创造洁净的生活环境。

市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以奖代补支

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今年预算专项

资金1.06亿元用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市

财政对完成占补平衡后复耕的土地每亩奖

补4万元，奖补资金用于人居环境改善和

美丽乡村建设。全市农民自筹6100余万

元用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市直部门在人

居环境整治、美丽乡村建设、农村社区建设

方面开展结对帮扶，提供支持。矿所在地

和采煤沉陷区的人居环境整治、美丽乡村

建设、农村社区建设工作，在基础设施和配

套服务设施建设投资上形成了“市1/3、企

业1/3、乡村1/3”的筹资方式，实现了企地

共建共赢，融合发展。

BB 四级联抓四级联抓上下齐动上下齐动

采访中，演集镇韩寨村十星级文明户

李贞回忆说，以前村里家家户户都在门口

种菜，三天两头有人施农家肥，气味难闻。

一天早晨，镇村干部上门宣传，动员她将门

口的菜拔掉。“一开始我还不理解，可现在

我认为这个菜是拔对了。”李贞笑着说，“因

为菜拔掉后，大家都在家门口清理垃圾，还

栽种了各种果树和花卉，难闻的气味变成

了香味，人的心情也变好了。”

演集镇在农户中广泛开展“十星级文

明户”、“清洁之星”等评选活动；城关镇从

整治村容村貌、提升群众生活质量入手，以

“五化三不”为标准，全面铺开；芒山镇充分

利用村庄地势特点并根据景区发展规划，

各村均成立了环卫专业队伍，建立了“组保

洁、村收集、镇处理”的城乡生活垃圾一体

化处理模式；陈官庄乡以“清洁家园、靓丽

官庄”活动为切入点，改变农村“脏、乱、差”

现状；太丘镇开展在农户门旁安放一只垃

圾桶、室内摆放一盆花、每人栽植一棵树、

每户一张维护环境卫生的村规民约、新建

一个垃圾处理站、每个村民组一名清洁工

活动……市、乡（镇）两级均成立了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形成了党委政

府推动、乡村组织实施、相关部门配合、干

部群众参与的“四级联抓、上下齐动”的工

作网络。

在长效保洁机制方面，一是政府购买

社会机构提供的保洁服务。保洁机构每百

户配备1名保洁员，每天定期收集清运垃

圾。二是建立村级理事会保洁机制。保洁

费通过政府、群众、社会等方面筹集，交由

村保洁理事会管理和使用，由理事会组织

保洁。目前，永城市为每个乡镇统一配备

了两辆垃圾转运车，全市农村已配备保洁

员7000多人。

CC 立足村情立足村情 协调推进协调推进

走进茴村镇南街村书法二巷，杨峰老

人以墙为纸，挥毫泼墨，正心无旁骛地作廉

政书画，一幅幅书法作品让整个村庄墨香

四溢；来到永城市第一个村级民俗博物馆

——太丘镇黄桥民俗博物馆，一件件逐渐

淡出记忆的生产生活器具，把人们重新带

回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城关镇南店子村

种植的萝卜清脆爽口，以蔬菜种植及个体

经营为主导产业的南店子，每家每户都有

种植空心菜、油麦菜、韭菜、白菜、大葱等蔬

菜的习惯，是个名副其实的“蔬菜村”。

永城市按照“立足村情、尊重民意、做

出特色、打造品牌”的原则，鼓励、扶持有条

件的乡镇（村）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坚持“五

化、八改、一园、三创”，打造“一村一品一特

色”。

巍峨芒砀山下的芒山镇柿园村遍植桃

树，犹如玉盘中的一抹粉嫩；苗桥镇水寨

村，“塘塘鱼儿跃、荷叶碧连天”的景象映入

眼帘；太丘镇黄桥村，四季田园生态美，亭

台楼榭好风光。此外，还有“银杏村”（演集

镇李林村）、“薰衣草庄园旅游村”（侯岭乡

呼庄村）、“民俗文化村”（高庄镇车集村）、

“汉文化村”（芒山镇雨亭村）等。

如今，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正在豫

东大地如火如荼地开展着，永城人梦中的

美丽乡村，正一步步成为现实。

美丽乡村建设，能极大改善农村生活生

产环境，提高农民幸福指数，得民心！受欢

迎！实践中，各地也摸索出一些行之有效的

好经验、好做法。永城市2014年被评为河南

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先进市，2015年被

推荐为全国美丽乡村建设示范县（市），其做

法自然引人关注。

建立长效机制，不搞一阵风。从人员配

置、环卫设施购置到资金，永城市都有一套完

善的机制保障。比如，该市财政每年都安排

专项资金以奖代补支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

作。今年预算专项资金1.06亿元用于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工作。

群众自觉参与，四级连抓，上下齐动。村

庄要实现无垃圾堆放、无污水横流、无杂物挡

道，日常生产生活物品堆放规范，交通公路沿

线干干净净，群众的环保意识、卫生习惯养成

很重要。永城市采取多种措施、想了各种办

法，最终形成了党委政府推动、乡村组织实

施、相关部门配合、干部群众参与的“四级联

抓、上下齐动”的工作网络。

打造“一村一品一特色”。建设美丽乡

村，不是搞大拆大建，不是搞一刀切，不是搞

简单的整齐划一。永城市按照“立足村情、尊

重民意、做出特色、打造品牌”的原则，让村庄

变得更美也更有自己独具的鲜明特点。在永

城，有桃花盛开的村子，有“荷叶碧连天”的村

子，有“银杏村”，还有“民俗文化村”……村庄

各具特色，乡村更加美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农村建设一定要

走符合农村的建设路子，农村要留得住绿水

青山，系得住乡愁。永城的美丽乡村建设走

的就是一条符合自己实际的路子，乡村干净

整洁，花艳树绿，留住了一份美好，也留住了

一份乡愁！

再好的经济效益也没有人的生

命宝贵，再大的政绩也抵消不了致

人失去生命的过失；我们正在推进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建

设，没有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什么

事也干不成，甚至已经取得的成果

也会失掉。全省重点工作推进落实

座谈会，再次敲响安全稳定的警钟，

要求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强化责任、

防患未然，打好基础，切实抓好安全

生产和社会稳定工作。

不久前，省公安厅排查整治安

全隐患，发现火灾隐患竟达 8.4 万

处，易燃可燃彩钢板建筑9892处，排

查整改爆炸物品从业单位安全隐患

479处……出现这么多的安全隐患，

和生产生活行为违规违法有关。当

前，我省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

正处于矛盾凸显期，如不及时化解，

很容易引发各种安全事故和群体性

事件，给安全稳定造成重大影响，也

将打乱我们的现代化进程。

创造良好安全环境，就要明确责

任。“一个和尚有水喝，两个和尚抬水

喝，三个和尚没水喝”，就是因为责任

不明，推诿扯皮。抓紧抓好安全稳定

工作，就要落实责任，实行双重负责，

地方党委、政府守土有责，行业部门

负行业专责，厉行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失职追责。不论分管什么行业，

做什么工作，管什么单位，都必须承

担安全稳定的责任。一旦出了问题，

不仅要追究地方党委、政府的责任，

也要追究行业主管部门的责任，追

究单位主管的责任。目前，针对平

顶山鲁山县“5·25”、郑州金水区

“6·25”、信阳商城县“6·28”等火灾

事故的追责正在进行中，已有4人被

刑事拘留，6人免职，5人给予党纪政

纪处分。责任明确了，看看谁还敢

“油瓶倒了不去扶”，如果那样，等待

的将是党纪国法的严厉惩处。

落实责任就要标本兼治、防患

未然。古代有个“曲突徙薪”的寓

言，讲的就是“祸患常积于忽微”的

道理，国际上所讲的安全生产“海恩

法则”，则用统计数据证明，每一次

严重事故的背后，平均有29次轻微

事故，300 起未遂先兆以及 1000 起

事故隐患。 ▶下转第四版

秀美乡村入画来
——来自永城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报道

□本报记者 侯博 通讯员 常炳章 王慧娟 何燕子

留住美好！
留住乡愁！

□本报评论员王东亮

为发展创造良好安全环境
——四论扎实推进全省重点工作

□本报评论员

9 月 5 日，在洛宁

县小界乡王村烟叶集

中烘烤基地，烟农将烘

烤好的烟叶移放到烟

叶分级室进行回潮分

级。目前，该县7万余

亩烟叶喜获丰收，并陆

续进入采摘、烘烤和销

售阶段。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李中灿 摄

鲁山农民高鹏召、彭浩松

设奖学金资助贫困学子

本报讯 （记者焦莫寒）到处漂泊、难上户

口、上学就医不便……长期以来，以船为家的渔

民生活非常艰难，上岸安居是他们的愿望。我

省为内陆省份，以船为家渔民上岸户数较少。

据统计，我省以船为家渔民上岸户数为243户，

主要涉及三门峡市和固始县两地5个县区，其中

三门峡市57户，主要包括湖滨区（11户）、灵宝

市（30户）、陕县（7户）和渑池县（9户），固始县

167户。

2013年6月，住建部、国家发改委、农业部和

国土资源部四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实施以船为

家渔民上岸安居工程的指导意见》，要求全国至

2015年底内完成这项工作。我省及时跟进，省住

建厅协同多部门出台具体实施政策和办法，将于

今年年底前完成全省渔民上岸安居工作。

“渔民上岸工作是中央出台的一项惠民工

程，是国家扶贫攻坚和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一定要落实好。”在近日召开的

全省以船为家渔民上岸安居工程工作会议上，

省住建厅副厅长陈华平强调。

据省住建厅村镇处处长马耀辉介绍，为使

中央政策切实落地，我省以船为家渔民上岸安

居工程实行地方政府负责制，项目计划、任务、

资金、目标、责任“五到县”。他说：“要协调成立

统一的工作组织，落实市、县对渔户的补助经费

和工作经费，要求今年11月1日前完成渔民上

岸任务，年底前完成检查验收准备。”

据悉，国家投资计划已于今年6月下达我

省，目前已由我省发改委、住建厅、农业厅分解

下达到三门峡市和固始县，国家每户补助2万

元，省级补助1万元。

年底前
全省渔民上岸安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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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王

永安 于吉良 贾淑娟）“真是太感谢

高叔叔了，我今后一定以他为榜样，

也加入到捐助家乡学子的队伍中

去。”9月7日上午，家住鲁山县张良

镇营西村的刘夏瑜高兴地说，他今

年考上了中国地质大学，正当家里

在为学费及生活费犯愁时，本村村

民高鹏召发放给他1000元奖学金。

当日，由张良镇两位农民高鹏

召、彭浩松创设的“翔龙助学奖励基

金”在张良镇第一小学举行首笔奖

助学金发放仪式，高鹏召、彭浩松为

刘夏瑜等8名家庭困难的大学生发

放了助学金，为4名初高中优秀学

生颁发了奖金和奖牌。

“鹏召当年上学时学习也很好，

但家庭条件差，3个孩子中他是老

大，为让弟弟妹妹读书，他初中肄业

就外出打工学厨师去了。”高鹏召的

姑父、营西村村民刘晓东介绍说，经

过多年的打拼和积累，如今高鹏召

事业有成，创办了翔龙鞋业公司，在

经营发展的过程中，他倍感知识积

累的重要性，因此萌生了对品学兼

优的学生进行资助的想法。

为此，高鹏召于近日联合营东

村村民彭浩松捐款设立了“翔龙助

学奖励基金”，决定对张良镇营西、

营东、营南3个村家庭困难的大学

新生进行资助，其中对考上一本的

每人资助 1000元、二本每人 500

元；对考上高中、升入初中成绩优秀

的学生进行奖励，其中对中招成绩

在全县前500名的学生每生奖励

1000元、对小升初成绩在全镇前10

名的学生每生奖励500元。高鹏召

与彭浩松商定，今后两人每年至少

分别捐出5000元，用于奖励3个村

的在校贫困学生。

7版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的政策措施另行制定

我省粮食补贴资金九月底前发放

今日导读

2版“美丽乡村”演绎大美永城

8版

国内首批内陆地区
进口肉类口岸落户河南

本报讯 （记者陈学桦 郭戈）

9月7日，我省首只省级文化产业投

资基金——“河南中原文化股权投

资基金”召开第一次合伙人大会，宣

告基金成立。这是我省股权投资引

导基金参股的首只基金，也是我省

首只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基金由省

级文化产业投融资平台——河南省

文化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主

发起人，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

司、河南农开产业基金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等共同出资设立。

当前，随着国家不断加强对文化

产业发展的支持，我省文化产业形

态、发展方式、产业模式正在发生重

大变革。按照我省文化产业发展的

总体规划，到2015年，五大文化产业

增加值占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比重

要超过 50%，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达3%以上；到2020年，成

为全国重要的区域性文化中心，文化

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5%以上。

“通过建立综合性投融资平台

来改善河南文化企业的融资环境，

可以说，中原文化股权投资基金的

成立是恰逢其时。”▶下转第四版

河南中原文化股权投资基金宣告成立

我省有了首只
省级文化产业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