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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让中原更出彩··环境整治篇
让中原更出彩

打造
“有范儿的”
美丽乡村
□本报记者 孙雅琳 马丙宇 焦莫寒

去年 8 月至今，我省因地制宜推进农
村厕改，在城郊村、乡（镇）政府所在地、中
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实施乡村 心村和经济条件较好的村，鼓励积极建设
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事关广大农民 污水管网，推广使用完整下水道水冲式厕
根本福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农村 所，而在其他地方，按照群众接受、维护方
环境整治这个事，不管是发达地区还是欠 便、不污染公共水体的要求，科学选择三
发达地区都要搞，标准可以有高有低，但 格式、双瓮漏斗式厕改模式。
最起码要给农民一个干净整洁的生活环
辉县市孟庄镇范屯村朱秀花一家正
境。
享受着厕改带来的便利。改造后的水冲
2018 年，全省评选出 162 个乡村振 式厕所在院子西北角，数竿翠竹掩映下，
兴示范乡镇，辉县市的孟庄镇、冀屯镇名 外墙刷得雪白，面积虽然不大，但空间利
列其中。这两个年财政预算收入 3 亿元 用合理，一堵墙分隔了男厕和女厕，一个
左右的富裕乡镇，目前的人居环境整治进 装了蹲便，另一个装了坐便，里里外外打
展如何，在农村厕所治理、生活污水治理、 扫得干净清爽。
生活垃圾治理方面，探索出了哪些因地制
“女儿常年在郑州上班，儿媳妇也是
宜、实用有效的“高招”，又是如何调动村 城里人，她俩回来再也不用为上厕所烦心
民参与积极性的？近日，记者走访了孟庄 了。”朱秀花说。
镇的范屯村、南陈马村、东夏峰村，冀屯镇
不光上厕所不用愁，孟庄镇现有的一
的前姚村，近距离观察，求解答案。
座日处理 5 万吨的污水处理厂，可供 25 个
村的生活污水排放。大街小巷，蚊子苍蝇
“五管入地”，
推进管网式厕改
将不再有滋生地。
“一个土坑两块砖，三尺土墙围四边”
8 月 5 日，在范屯村口，来自郑州大学
曾是我省农村不少地方“土茅房”的真实 规划设计院的工作人员正在商量村里“五
写照。
管入地”的管网规划设计。

“从今年 7 月开始，我们就在村里工
作了，大概到 9 月底可以初步完成主要管
网的铺设工作。”工程负责人李松峰介绍
说，范屯村启动管网建设后，目前已铺设
主 管 网 1000 米、次 管 网 1200 米 ，覆 盖
160 户，其余路段也正在加紧施工。
范屯村这项大动干戈的工程，是为了
响应孟庄镇全面推进管网式厕改的号
召。村党支部书记琚宪庆说，村里借助厕
所革命的契机，同时铺设村内管道，孟庄
镇号召全镇各村规划在前，高标准施工，
整合强电管道、弱电管道、自来水管道、雨
水管道、污水管道“五管入地”，一次性铺
设到位。
因南水北调总干渠相隔，孟庄镇南
陈马村的污水管网无法并入孟庄镇的污
水主管网，村里正在规划筹建污水处理
站。
南陈马村党支部书记王政仁说，村里
的 115 户已于去年冬天改厕为三格式厕
所，
“这种三格式无害化卫生厕所外表看
起来跟普通卫生间没什么两样，却是内有
乾坤。便池下面是两个密闭池和一个储
蓄池，全程密闭发酵，最后抽出的是无臭

无害的液态有机粪料。”
根据辉县市委、市政府对乡村振兴星
级示范村创建的工作安排，接合镇村实际
施工要求，孟庄镇今年以基础设施建设为
重点，努力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将管
网式厕改作为重中之重来抓，利用孟庄镇
污水处理厂优势，计划将全镇 27 个村全
部建成管网式厕所，让全镇人民享受到城
市人的生活品质。

垃圾分类，
全民共建宜居乡村
孟庄镇是河南省首批实施“垃圾不落
地”项目的乡镇。东夏峰村和范屯村作为
全镇试点，率先开展了垃圾分类工作。今
年 3 月，在范屯村建成的村级垃圾分类处
理中心，在全省尚属首家。
东夏峰村于今年 6 月建成第二代厨
余垃圾处理中心，
“每天把从村民那里收
集来的厨余垃圾放进这里，利用生物酶技
术，这个大家伙每天可以处理 500 公斤厨
余垃圾，产出 25 公斤的有机肥。”东夏峰
村党支部书记李德印，指着身后的第二代
智能化厨余垃圾处理一体机说。
▶下转第二版

2018 年底我国网民达 8.3 亿人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13 日电 国家统计局
13 日发布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经济社会发展
成就报告。报告显示，我国网民由 1997 年的
62 万人激增至 2018 年的 8.3 亿人。2018 年，
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消费达 711 亿 GB，是
2013 年的 56.1 倍。
70 年来，我国通信业发展突飞猛进。报
告显示，我国通信技术跨越式发展。2018 年
末，光纤接入用户达 3.68 亿户；4G 用户总数

达 11.7 亿户。
用户规模发展壮大，电信业务总量高速增
长。统计显示，
2018年末，
全国电话用户规模达
17.5 亿户，用户规模居世界第一。移动宽带用
户（即3G和4G用户）总数由2014年末的5.8亿
户增至2018年末的13.1亿户，
年均增长22.4%。
数字消费持续释放居民需求潜力。报告
显示，截至 2018 年末，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
模达 6.1 亿，占网民总体的 73.6%。

副省长武国定在研究脱贫攻坚专项整改
工作时强调

全面改彻底改长远改
确保问题整改取得实效
本报讯 （记者李政）8 月 13 日，省
政府召开脱贫攻坚 5 个专项整改工作推
进会，副省长武国定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上，省扶贫办、省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卫健委、省
财政厅针对扶贫资金使用管理问题、就
业创业问题、金融扶贫问题、健康扶贫
问题、产业扶贫问题的整改情况，分别
作了汇报。
会议指出，各相关部门坚持问题导
向，研究具体措施，认真抓好整改，取得
了明显成效。下一步，要进一步提升思
想认识。抓好专项整改工作关系扶贫政
策落实、关系群众获得感、关系整个脱贫

工作质量，也关系全省脱贫攻坚年底考
核能否进入全国第一方阵，必须以更高
标准找准差距，抓好整改，务求实效。要
进一步提高整改质量。按照政策要求，
对存在的问题要全面改、彻底改、长远
改，坚持举一反三，完善长效机制，坚决
避免类似问题重复出现。要进一步加强
行业指导。通过加强政策宣传、搞好干
部培训、抓好正反典型案例教育等方
法，解决好行业政策执行偏差和不落实
的问题。要进一步夯实整改责任。夯实
相关部门责任、县乡基层责任和相关责
任人的责任，确保责任到人，不能大而
化之；对出现问题的，严格责任追究。

省财政真金白银投入乡村振兴
本报讯 （记者张舒娜 实习生李冉
冉）8 月 12 日，记者从省财政厅获悉，今
年以来，省财政发挥职能作用，支持推
动农村综合改革，着力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提升村级
组织运转经费保障能力，不断促进农村
人居环境和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提升，为
实施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保障。
扶持集体经济。省财政安排村级集
体经济发展资金 5.8 亿元，扶持壮大村
级集体经济试点 1411 个，进一步推动
农村产业发展，促进农村人口就业，增
加村集体收益，增强村级自我保障和服
务群众能力。
完善基础设施。安排资金 11.2 亿
元，支持实施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项

目，开展村内道路、安全饮水及排水、农
田水利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安排资
金 17.6 亿元，支持实施美丽乡村试点项
目，开展绿化亮化、文体活动场所、垃圾
污水治理等基础设施建设，打造美丽乡
村示范样板。
加强经费保障。为进一步完善村级
组织运转经费保障机制，出台《关于进
一步加强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工作
的通知》，把党员活动经费、正常离任村
干部生活补贴纳入村级组织运转经费
保障范围。安排省级资金 33.5 亿元，预
计全年可引导全省各级落实村级组织
运转经费 57.2 亿元，村均保障标准达
12.5 万元，为全省村级组织正常运转提
供财力保障。

我省将建 200 个农村“儿童之家”

灵宝

为留守儿童提供课余看护、亲情陪伴等服务

旧小区 新颜值
8 月 12 日，
灵宝市城关镇一小
区内，居民在观看宣传十九大精神
展板。今年以来，城关镇对辖区内
29 个居民小区进行违建拆除及环
境提升工作，共拆除“违建”30 余
处，悬挂宣传展板 150 余幅，美化
墙面 3000 余平方米，居民生活环
境得到明显改善。屈艺鸣 摄

河南省粮食行业十大领军人物、
河南省粮食行业十大领军人物
、十大标杆企业
十大标杆企业、
、十大知名品牌获奖名单公示
由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河南日报农村版、河南省粮食行业协会、河南省粮食经
济学会承办的“河南省粮食行业十大领军人物、河南省粮食行业十大标杆企业、河南省
粮食行业十大知名品牌”评选活动，自 5 月 16 日启动以来，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得到粮

河南省粮食行业十大领军人物
王晓伟
王福军
扶 伟
宋肃远
连建伟
赵治永
贾留敏
常兰州
雷臣泽
阚翠姝

国家统计局发布报告显示

河南省豫粮粮食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菡香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诚实人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省淇花食用油有限公司
开封市茂盛机械有限公司
河南莲花面粉有限公司
河南金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濮阳皇甫国家粮食储备库
中粮（郑州）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食企业积极响应。评审领导小组本着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根据企业申报（个别企
业未及时申报，未参加社会网络评选）、专家初评、网络投票、专家综合评审，最终评选
出三个奖项的获奖名单，现向社会公示（排名不分先后）：

河南省粮食行业十大知名品牌
香 雪
想 念
六月春
茂 盛
申 源
世 通
多福多
诚实人
博 大
奥利福

中粮（郑州）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想念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莲花面粉有限公司
开封市茂盛机械有限公司
固始县豫申粮油工贸有限公司
河南世通食品有限公司
中原粮食集团多福多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诚实人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博大面业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阳光油脂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粮食行业十大标杆企业名单
郑州思念食品有限公司
想念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益海嘉里（郑州）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博大面业集团有限公司
周口市雪荣面粉有限公司
河南天香面业有限公司
漯河石磨坊面业有限公司
河南斯美特食品有限公司
益海（周口）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河南永丰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讯 （记者田明）8 月 13 日，记
者从团省委了解到，团省委等部门将共
同开展“情暖童心”关爱农村留守儿童
“六个一”工程首批试点工作。
“情暖童心”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六
个一”工程分两年实施，将在我省留守
儿童相对集中的农村地区打造 200 家省
级示范性儿童之家服务阵地，为农村留
守儿童提供课余看护、亲情陪伴、心理
疏导等服务。
“ 六个一”具体是指：在民
政厅所建设儿童之家的基础上打造一
批服务阵地，统一标准配备硬件设施、
规范规章制度；每个儿童之家有一名大

全国民族运动会期间
10 场大戏唱响郑州
本报讯 （记者杨青 通讯员王琰）戏
迷朋友们可以过把戏瘾了！8 月 12 日，
中国剧协第二届民间职业剧团优秀剧
目展演活动发布会在河南省儿童剧场
举行。
“本次展演活动将于 9 月 7 日至 11
日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期间在郑
州举行，观众可以欣赏到来自北京、上
海、江苏、安徽、河南等 10 家民营剧团带
来的精彩演出。其中有黄梅戏《太白
醉》，眉户剧《六盘春雨》，豫剧《程英救

公示期自 2019 年 8 月 14 日起至 8 月 20 日止
日止。
。 公示期内
公示期内，
，如对获奖名单有异议
如对获奖名单有异议，
，请以书面形式反馈至评审领导小组办公室
请以书面形式反馈至评审领导小组办公室。
。
通信地址：
通信地址
：河南省郑州市黄河路 11 号 5011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0371
0371-65683744
电子信箱：
电子信箱
：HNLX
HNLX0371
0371@
@126
126.com
.com

本报联系电话

总编室：0371-65795713 广告部：
0371-65796176

学生志愿者参与服务管理；每个儿童之
家有一名“驻村第一团支书”负责联系
协调；每个儿童之家由中建七局一个项
目部负责对接共建；每个儿童之家每月
至少由团县委组织开展一次志愿服务
活动；每个儿童之家结对当地城区一个
少先队大队。
据了解，首批试点工作将在全省范
围内选取 60 个基础设施较齐全的儿童
之家，团省委负责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省民政厅负责 200 个儿童之家的硬件设
施建设，配备儿童桌椅、游戏设施、儿童
玩具、电脑、电视等物品和设施等。

孤》等 10 台优秀剧目。”省戏剧家协会主
席李树建介绍。
在发布会现场，来自民营剧团的代
表和河南仙草少儿艺术中心的孩子们，
分别表演了经典的戏曲选段，演绎了戏
曲艺术的独特魅力。据悉，此次展演活
动由中国戏剧家协会、省文联、郑州市
委宣传部主办，河南省戏剧家协会、河
南豫剧院、河南李树建戏曲艺术中心承
办。戏迷朋友可登录互联网戏曲平台
戏缘 app 了解剧目和场次等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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