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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本报记者宋广军通讯员艾晓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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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冯刘克通讯员朱海鑫

我省高考分数线公布
文科一本547分 理科一本499分

盛夏时节，走进禹州市文殊镇陈南

村，只见翟山脚下，18排东西向的连排别

墅格外醒目，水泥路面干净平整，文化广

场设施齐全，家家户户庭院整洁，簇拥着

村庄的满山核桃树郁郁葱葱，充满生机。

近年来，禹州市把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作为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

手，打出了一套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组

合拳，40%以上的村（社区）基本实现了“村

庄美、环境美、田园美、庭院美”的目标。

建立长效机制解决三道难题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说起来容易做起

来难。活由谁来干、钱从哪里来、如何确

保整治成效，成为活动开展以来摆在禹州

市面前的三道难题。

为解决“活由谁来干”的问题，该市成

立了由市委书记任政委、市长任指挥长的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指挥部，

下设办公室，统筹领导全市农村人居环境

改善工作，各乡镇也成立了专门机构和专

业队伍，各村按每500人配备1名保洁员

的标准成立环境卫生保洁队伍，并设立卫

生监督岗，确保了活有人干、事有人管。

为解决资金问题，禹州市通过安排市

乡财政资金、整合涉农项目资金、争取“美

丽乡村”奖补资金等途径，累计整合资金

12.2亿元（其中争取上级资金8.04亿元）。

同时，鼓励社会各界广泛投入，共筹集资金

2.4亿元用于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工作。

为解决长效问题，该市把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作为各级领导班子、领导干部考评

的重要内容以及调整使用干部的重要依

据。针对此，禹州市市长范晓东介绍说，

他们对命名的先进村、美丽乡村不定时进

行“回头看”，凡环境整治滑坡的撤消先进

村、“美丽乡村”称号，形成了良好的正向

激励和反向倒逼机制。

突出整治重点确保取得成效

长期以来，农村落后的建设管理理念

是造成人居环境差的重要原因。为解决

这些问题，禹州市实施了以“两治一拆”和

“三治一提”为主要内容的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把45条省、县、乡道，14条主要

河流、38座大小水库以及中心城区、22个

镇区、673个行政村（社区）、220个各类矿

区全部纳入治理范围，逐镇、逐村、逐矿、

逐路、逐河建立工作台账，完成一项销号

一项，直至问题全面解决。

禹州市按照“试点先行、示范带动、全

面铺开”的思路，提出走好“先进村、美丽

乡村、美丽乡村群、美丽乡村群示范区、美

丽禹州”逐级提升的“五步棋”战略，优先

打造了以文殊镇陈南村为代表的生态文

明、产业兴旺村，以鸿畅镇李金寨村为代

表的规划引领、乡风文明村，以褚河镇吴

湾村为代表的党建引领、生活富裕村。

通过典型引路，禹州市美丽乡村建设

连点成线、连线成片、集片成群，形成了美

丽乡村建设的“雁阵效应”和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工作的“特色品牌”。目前，该市已

成功打造人居环境先进村558个、美丽乡

村235个、美丽乡村群23个。

坚持发展导向实现宜居宜业

建设美丽乡村，既要有外在美，更要有

内在美。该市紧紧抓住国家发展休闲农业

和乡村旅游的机遇，在农村大力发展生态经

济、美丽经济、集体经济，夯实农村经济发展

基础，引导群众就近创业就业，拓宽农民增

收渠道。目前，全市返乡创业农民已达4万

多人，带动10万人实现就近就业。

禹州市还积极开展了“五美示范庭

院”创建活动，已创建乡镇级“五美示范庭

院”6.5万余户，市级“五美示范庭院”2000

户，推动了家庭文明进步，促进了城乡文

明发展。

禹州市还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脱

贫攻坚紧密结合，加快贫困村向美丽乡村

过渡。目前，该市已有鸠山镇张家庄村等

33个贫困村成为“美丽乡村”，鸠山镇南

寨村等13个贫困村成为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先进村”。

谈起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禹州市

委书记王宏武说：“今后，我们将按照《河

南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

案》的统一部署，不断丰富内涵、完善机

制，把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做得更加扎实，

为建设美丽河南作出新的贡献。”

禹州市致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使乡村——

看得见美丽 记得住乡愁

6月15日，记者来到新密市米村镇朱

家庵村，满眼的绿意让人赏心悦目，除了远

处连绵的青山勾勒出的绿色线条外，道路

两旁的绿化也颇具匠心，乔木、灌木、花草，

高低错落，层次分明，映衬出别样的风光。

村里的民居较多融入了青砖、小瓦、

斗拱、飞檐等传统建筑元素，营造出古香

古色的韵味。“我们和北方大部分村子都

不一样，要的就是这个效果，给来到村里

休闲观光的城里人带来不一样的体验。”

朱家庵村党支部书记慎有安说。

朱家庵村位于米村镇西北部二龙山

下，属半山丘陵地带。近年来，该村依托

当地自然生态优势，围绕中原文化体验游

和乡村游，大力发展休闲观光、林果采摘、

健康养生、农地认养等产业。“山村地势起

伏大，种庄稼投入多、产出低，不是我们的

强项。而绿水青山是我们的资源，围绕绿

水青山去发展，就会迸发出乡村振兴的强

大力量。”慎有安说。

展现“不一样”气质

“左边右边都是连绵的山，中间一个

圆山包，叫蛛蛛山，村民都说是二龙戏

珠。”慎有安指着远处的青山说。朱家庵

村背靠二龙山，北高南低，是典型的嵩箕

台地貌。

村里的传统种植以小麦、玉米为主，

因土质和水源问题，产量较低。20世纪

90年代，村里的一些壮劳力开始到附近

煤矿当工人。慎有安介绍说：“有一段时

间非常红火，煤矿上每周或者每十天发一

次钱，一次发一两千块，月收入能达六七

千块，非常可观。”

“靠采挖资源，早晚会坐吃山空。现

在附近的煤矿枯竭，这碗饭吃不下去了。”

慎有安说，“如果靠的是生态环境，那就是

造福后代的事业。从2003年开始，村里一

直在退耕还林，植树造绿，目前森林覆盖率

已达65%以上，好的生态环境为朱家庵村

提供了一条发展乡村游、生态游的道路。”

在保护生态的同时，朱家庵村还致力

于展现自己的独特气质。村里一方面保

留修缮古民居，另一方面进行庭院改造。

主要道路两侧民居的门楼实现了统一规

划、统一样式，均是飞檐翘角、青砖小瓦，

别具一格。

“我们想做的就是突出自己的特色，

让村子耐看，显得有底蕴，这样才会对城

里人有吸引力。”慎有安说。

汇聚“能人”才智

栽下梧桐树，引来凤凰栖。“当初选址选

在朱家庵村就是看中了这里的生态环境，山

清水秀，能给老年人一种身心放松的感觉。”

新密市隆利福老年公寓经理肖光菊说。

这家养老机构已经开业一年多，占地

480亩，拥有600多张床位，各种设施完

备，环境优雅，吸引了众多周边城市的老

年人在这里颐养天年。隆利福老年公寓

前台接待慎新霞说：“我就是朱家庵村的

村民，现在在这里上班比镇上的工资水平

还高，村里有30个多人在这上班。”

“村里空气好、环境好、发展态势好，

我觉得在村里干事有前途。”朱广辉是郑

州一家物业公司的负责人，看到家乡发展

旅游的良好势头，自己也想做点贡献，“自

家的院子，稍微装修一下，设计出农家的

感觉，开个农家乐，可以接待20多桌客

人，搭配着卖点土特产，估计生意不会

差。我盘算着近期就开门营业。”

在朱家庵村的中心地带，村里建了一

个高低错落、小桥流水的文化广场，广场

两边分别是文昌阁和创意书法馆，古香古

色，颇具格调。据了解，这是村里的青年

书法家慎红雨自筹1000万元资金修建

的，为村里增添了一道文化气息十足的风

景线。

“我们村里有很多能工巧匠，他们有

的已经成了大建筑公司的骨干，在我们这

次庭院改造工程中，他们立了大功。”慎有

安说，“村里‘能人’多，发动这些‘能人’为

村里做贡献，对其他村民有很大的带动作

用。”

本报讯（记者赵力文）连日来，我

省各地对中央第一环保督察组发现

的问题和交办的举报投诉问题，迅速

核查，主要领导亲自部署、亲自督办、

全面排查，确保迅速整改，解决群众

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有群众举报，嵩县县城生活污水

直接排入饮用水源保护地陆浑水库，

使水库受到污染。嵩县接到中央第

一环保督察组交办的问题线索后，迅

速自查自纠，如实反映情况，并举一

反三、全面整改。6月20日下午，洛

阳市市长刘宛康实地查看截污治污

情况，并到该县洁绿污水处理厂详细

了解污水处理情况，指出了存在的问

题和不足，强调要加快配套污水管网

建设，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针对中央第一环保督察组交办

关于南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白河

南红磨坊度假村涉嫌污水直排和内

乡县湍河西岸两侧饭店污水直排、占

用河道影响泄洪问题，南阳市高度重

视，迅速核查，并开展拉网式排查，彻

底整治。

坚持立行立改、边督边改、彻底整

改，对中央第一环保督察组交办的群

众信访举报问题，我省要求各地严格

按标准按要求，严肃整改，问题不查清

不放过，整改不到位不放过，责任不落

实不放过，群众不满意不放过。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崔鹏）

“不花一分钱，就能住上新房子，真是做

梦也没想到啊！”从伏牛山深处搬到内

乡县马山口镇汪沟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点的荣秀兰老人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新

家的卧室、厨房、卫生间干净整洁，告别

了过去深山里的土坯房、柴火灶、旱茅

厕，现在她每天都可以在环境优美的小

区里休闲散步。

近年来，内乡县把易地扶贫搬迁作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头号工程，严格按

照“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的

总体要求，坚持集中安置与分散搬迁相

结合，着力抓好对象确定、规划建设、设

施配套、模式创新、增收脱贫等工作重

点，让搬迁户真正挪穷窝、改穷业、拔穷

根、换穷貌。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搬

迁任务1592户5402人，2018年13个

集中安置点工程建设正在快速推进，预

计8月底可全部搬迁入住。届时，全县

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将全部完成。

如何让贫困户自愿搬迁，实现应搬

尽搬，是易地扶贫搬迁面临的首要问

题。该县一方面大力宣传易地扶贫搬

迁政策，组织扶贫工作队和帮扶责任人

进村入户、调查摸底，宣讲搬迁优惠政

策，打消群众对搬迁后的顾虑，鼓励群

众积极进行搬迁，享受到国家的政策和

待遇。另一方面结合实际情况，因势利

导，健全奖补机制，完善扶持政策，并创

新出“压茬搬迁、梯次推进”模式，充分

调动乡（镇）、村、组、户四级积极性，引

导贫困户自愿搬、主动搬。

环境优越才能吸引搬迁。为提高搬

迁点建设质量和规模，该县坚持规模化、

精品化理念，把依山傍水、舒适宜居作为

选址硬性指标，根据搬迁户生活习惯，选

择设计院对安置区房屋进行高规格设

计，真正实现“一区一景”“一户一景”。

该县把易地搬迁集中安置与改善人居环

境相结合，开展“清洁家园行动”，加强环

境卫生综合整治，完善生活垃圾收运处

置体系，公共照明设施布局合理，实现

“净化、绿化、美化、亮化”。同时，强化基

础设施配套，配套规划建设新村道路、集

中供水和垃圾污水处理设施，配备游园

广场，完善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科技

等公共服务阵地，邻里和睦、发展和谐的

扶贫社区、宜居社区初见成效。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田明）6月24日，省招办召

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河南省2018年普通高校

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今年，我省高招文科

一本线547分，理科一本线499分；文科二本

线436分，理科二本线374分；高职高专文理

均为200分。

6月25日零时高考成绩开始查询，考生

和家长可以通过网站、高考成绩证书、招生考

试综合服务大厅、招生院校网站等四种渠道

免费查询成绩和录取结果。考生如对成绩有

疑问需要复核的，须于6月27日下午6点前

到县（市、区）招办提交申请，逾期不予受理。

我省各地迅速整改群众举报问题

内乡

搬迁造福贫困群众

新密市朱家庵村由资源型发展向生态型发展转变，小山村颜值大增

绿树村边合 青山郭外斜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郭
建立 许金安）6月24日，洛阳香江万

基铝业有限公司门口，大型电子屏显

示：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在线数

据 实 时 值 分 别 为 1.63mg/m3、

0.20mg/m3、34.92mg/m3，标准值分

别 为 5mg/m3、35mg/m3、50mg/

m3，排放远低于国家标准。

据该公司安全环保部部长王天

子介绍，这是公司实施环保指标“装、

树、联”项目的具体举措，“装”即安装

在线监测设备保持持续达标排放，

“树”即树立电子显示屏幕接受社会

监督，“联”即排污数据和省、市、县环

保监控中心联网，三级同步对企业监

督监管。

而在3公里外的新安县联通大

厦“智慧环保”监控平台上，“香江万

基”的排放数据也在那里一览无余。

2016 年，新安县启动“智慧新

安”建设，对原来相对孤立的公安部

门“平安建设”、环保部门在线监测系

统等升级改造并接入智慧中心。去

年9月，该县又投资1.3亿元建设智

慧新安网络监管系统的分支——智

慧环保，依托该系统，环境执法人员

实现环境监察现场检查与网上巡查

的有机结合，彻底改变了以往事后

“灭火式”执法。

今年6月份以来，该县组建了由

12名智慧城市智慧监督中心座席员

组成的电子监控监督员队伍，利用

1200路高清摄像系统，对该县主要

路线和重要卡口实时监控，如发现违

反规定的运煤车辆、渣土车辆，便立

即通知执法部门进行查处拦截；抽调

9名工作人员，组建了智慧城市专业

监督员队伍，配发专用信息采集设备，

采用智慧城管系统，每天对县城区域

内涉及封土行动、施工扬尘、餐饮油烟

等信息进行专题采集。同时，借助智

慧城管系统，将环保热线受理的案件

直接派遣到相关部门及时处理，形成

“主动发现问题，实时派遣问题，快速

处置问题”的闭环式处置机制。

据该县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

步，该县要扩大智慧环保监测范围，

运用好环境监管网格化管理系统、环

境投诉受理系统、环境监察移动执法

系统，帮助环保部门从事前、事中、事

后全面掌握与科学解决环保问题，以

智慧手段助力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6月23日，一辆面包

车行驶在汝阳县靳村乡七

里扶贫搬迁新村宽敞的道

路上。近年来，该县利用

国家扶贫搬迁惠民政策，

把散居在深山的农民搬出

大山，同时，加大力度搞好

美丽乡村建设，让移民住

上宽敞明亮的农家庭

院。 康红军 摄

汝阳

搬新村
住新房

新安

环保“千里眼”智慧护蓝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