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持县级统筹、乡村实施、部门联动、社会参与，利用敬老院、乡镇卫生
院、福利院对失能贫困残疾人实行集中供养，全省由政府主导的集中托养机
构288个，托养重度残疾人716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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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2020年高考将继续实施重点高校
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专项计划

日前，住建部官网公示了2019年国

家园林城市系列拟命名名单，唐河县入选

国家园林县城拟命名名单，这意味着唐河

县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得到国家认证，即将

成为国家园林县城。

如今，放眼唐河县城，绿色生态、文

明和谐成为这里的主色调和主旋律，安

居乐业、其乐融融已是这里人们的生活

常态。绿意盎然的城市游园、干净整洁

的大街小巷、移步换景的景观大道、日臻

完善的基础设施……唐河县迈向国家园

林县城的步伐铿锵有力。目前，唐河县

建成区绿地率35.42%，建成区绿化覆盖

率39.35%，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0.89平方

米。

国家园林县城，是一个县城的品牌和

名片，也是衡量一个县城是否宜居的重要

评价指标。唐河县坚持“先规划后建设，

无规划不建设”，按照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的理念，科学编制规划，依法依规建设。

该县累计投入资金超2亿元，委托同济大

学、华中科技大学和省规划设计院等单

位 ，高 水 平 编 制 城 乡 总 体 规 划

（2016~2030）等 33 个专项规划，打造

“水城相融、绿廊交织、生态宜居”的绿地

系统布局；围绕“一环两廊三川四海五

湖”城市布局，高标准规划38公里绿色

廊道，织绿宁西铁路两侧生态长廊，治理

唐河、三夹河、八龙河三川，建设桐河口、

三夹河、龙湖、八龙河四个万亩湿地公

园，修造桐湖、凤山湖、龙湖、东湖、镍都

湖五大滨湖公园；出台《唐河县城市绿线

管理办法》，严格立项审批，加强项目监

管，严厉查处擅自变更绿化设计等行

为。城市园林绿化是城市风貌、文化和

环境的集中体现，也是创建国家园林县

城的核心内容。

在创建工作中，唐河县以增加城市

“绿量”为重点，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加

大绿化建设力度。抓融资，在逐年增加政

府投入的基础上，通过县财政以奖代补、

争取上级项目资金、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等

多渠道筹集资金，累计投入绿化建设资金

20亿元，谋划实施百城提质项目164个，

总投资270亿元；抓质量，严格执行项目

法人负责制、招标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合

同管理制，严把质量关，打造优质精品绿

化工程；抓节约保护，鼓励种植法桐、柳树

等乡土树种，提高成活率、降低养护成本；

坚持建设留绿，在公园游园建设过程中，

保留绝大部分原有的杨树、柳树、榆树等

大型树木。

创建园林县城，三分建设，七分管

理。唐河县坚持一手抓建设，一手抓管

护，建章立制，建管并重，不断巩固提高绿

化成果。先后出台了《唐河县城市公园管

理办法》《城区园林绿化管理“五定”制度》

等管理规定，推行网格化、精细化管理，将

城区绿化苗木管养责任明确到个人。在

城市绿化中广泛采用微喷、滴灌、渗灌等

新技术，科学制定管护标准和操作流程，

推行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实现绿化

管护的科学、有序、高效运行。

碧水蓝天中，一座园林之城风姿绰

约，一座绿色之城悄然崛起。今日的唐河

必将以使命担当的决心、不负众望的信心

和砥砺奋进的恒心，通过创建国家园林县

城，倾力打造天蓝、地绿、水清、民富的美

丽家园幸福家园，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

发展的新篇章！

乡村乡村新语新语

居家过日子，岁末年初算算账是

个好习惯。

从小处着眼，可以理一理一年的

开支、收入，想想新的一年要置买些

什么，怎么花钱、投入更合理一些。

从大处着眼，可以从生产、生活等多

方面，认真地梳理梳理，种地投入了

多少？做生意有什么收获？看病花

了多少钱？大人孩子有些什么值得

高兴、骄傲的事儿？等等

过年是中国人团聚的日子，在外

打拼的人很多都选择回家。虽然平

时有手机、电脑，可以视频，可以通话，

联系起来很方便，但毕竟无法代替那

种温暖的回家的感觉。亲朋把酒言

欢之余，大家也可以坐在一起议一议

来年的打算，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打

点行装再出发。

日子不能糊里糊涂过，当今信息

时代，更需要随时整理纷乱的思绪，

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精神饱满地去

为咱们的幸福生活奋斗！

岁末年初算算账

□王东亮

移步换景绿满城
——唐河县创建国家园林县城侧记

□本报记者曹国宏通讯员马伏娴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胡少
佳）1月7日，雪后初晴，镇平县柳泉铺镇

温岗村的文化广场上锣鼓喧天、热闹非

凡，台上一幕幕好戏轮番上演，台下的村

民不断鼓掌喝彩。戏曲《百日会战摘穷

帽》唱出了镇平全县上下在县委、县政府

领导下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心和信

心；戏曲《大山深处的一轮明月》热情讴

歌了时代楷模张玉滚的感人事迹……

演出结束后，活动现场还为该村39

户贫困群众发放了米、油、棉衣棉被等慰

问品，同时勉励广大贫困群众要通过勤

劳实干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同一时间，同样的暖心行动在镇平

大地上竞相传递。1月7日，安字营镇邱

庄村村部也是热闹非凡，村里的贫困户、

五保户和60岁以上的退役军人都领到

了棉被、米、面、油等物品。活动中，帮扶

干部与贫困群众促膝长谈，通过拉家常、

面对面交流，宣传党的扶贫政策，了解群

众生活困难，谋划脱贫致富道路。

春节临近，镇平县在全县范围内开

展以大走访、大排查、大整改、送温暖为

主要内容的“暖冬行动”，组织各级帮扶

干部为群众送上政策、物资、温暖、文化

的暖冬“四件套”，既有急需必备的棉衣、

被褥等生活用品，又有文化演出、科技下

乡等志智双扶的精神食粮，确保困难群

众与全县人民一道温暖、安全、祥和越

冬。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刘艳
红）“闺女，快坐下歇歇吧。天这么冷还

来看我，太感谢啦！”1月3日，禹州市委

组织部干部甄华露、盛毅珂、刘海涛等十

几个人，来到张得镇影壁李村新中国成

立前入党的老党员余丙坤家，把里里外

外收拾得干干净净，余丙坤连声感谢。

进入腊月，天气寒冷。禹州市委组

织部把关心贫困党员温暖过冬过年作为

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一项重要任务，领

导干部带头走村入户，访贫问苦，了解党

员群众的生活状况，真实掌握他们的所

需所求所盼。

对于家庭困难的党员群众，禹州市

委组织部组织党员干部前去看望慰

问。今年75岁的鸠山镇陈窑村村民赵

黑旦，儿子儿媳先后因病去世，留下了

三个孙子，生活困难。他的邻居赵苟娃

的儿子因病去世，13岁的孙女和9岁的

孙子正在上学。市委组织部了解情况

后，立即为他们购买了崭新的羽绒服，

并捐赠秋衣、毛衣、棉袄、保暖衣等60

多件。

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老党员，是市

委组织部关心看望的重点。大家分组

到他们家中进行卫生大扫除，送去棉

衣、大米、面粉、食用油等生活物资，并

为90岁的余丙坤、92岁的张根全等老

党员购买迷彩棉大衣，把党的温暖送到

他们身边。

1月9日，在灵宝市朱阳镇第一小学，学生们高兴地领到了取暖电器。当天，该校为教师办公室、师生宿舍、教室、餐厅配置了100个

取暖电器，安装了45台空调，实现了校园电器化取暖全覆盖，确保师生温暖过冬。 刘晓伟摄

镇平“暖冬行动”暖人心 禹州 不忘初心送温暖

本报讯（记者刘景华 通讯员张海
军 高长军）1月7日，秦巴山腹地的卢

氏县狮子坪乡大雪纷飞。虽然屋外天

寒地冻，钱庄村村委会会议室里却温暖

如春，扶贫工作队员和村组干部、党员、

群众代表20多人围坐“大火炉”旁，共

商脱贫摘帽后的乡村振兴大计。

“大火炉”带来暖意融融，积聚了人

气。记者看到，这种火炉直径约1米、

高0.6米，像一张圆桌，既可以取暖，又

可以做饭、烧水，甚至还可以作为办公

桌使用，香菇废袋和洁净煤、干木柴均

可作为燃料，排烟管道通到室外，经济、

卫生、实用。村委会烧起了“大火炉”，

一天到晚，干部群众就集聚了起来。

“这些天，白天集中开展文明诚信

家庭评选、产业技术培训，晚上集中排

练戏曲，村委会里可热闹了。”钱庄村党

支部书记冯占停说。狮子坪乡是全县

海拔最高的乡镇，冬季气温低且漫长。

狮子坪乡党委书记阿录生说：“全乡9

个村的村委会都燃起了‘大火炉’，村组

干部都来到村委会，群众也来了，技术

培训、文娱活动都开展了起来。群众心

里暖了，干群关系近了。”

狮子坪乡村村燃起“大火炉”的做

法，在日前召开的中共卢氏县委常委

（扩大）会议上受到了好评。三门峡市

政协副主席、卢氏县委书记王清华说：

“村室大火炉，聚了人气，顺了民意，暖

了民心，全县都要学习这种结合实际，

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好做法。”

卢氏县狮子坪乡
村村燃起“大火炉”

同学们 取暖电器来啦

这个冬天不太冷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见习记者李
振阳通讯员杨明马晓冲）1月9日，天空

飘着雪花，但固始县徐集乡“福寿家园”

医养结合院内却是温暖如春。35名集

中供养在这里的五保老人，接过毛毯等

慰问品时，连声感谢政府的关怀。

“福寿家园”医养结合院，是当地政

府为解决特困五保老人集中供养和农村

失能、半失能老人养老问题，精心打造的

新型养老机构，目前已入住老人60多

名，其中特困五保老人35名。当天上

午，徐集乡党委、乡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专

程来到医养结合院，将价值2万多元的

棉被、毛毯、棉袄、棉裤、棉鞋等物品，发

放到五保老人手中。

固始县徐集乡 暖冬礼物送给五保老人

“照看一个人、拖累一群人、致贫一

家人”一度是重度残疾人贫困家庭的真

实写照，解决重度残疾人群脱贫问题是

难啃的“硬骨头”。

2016年以来，驻马店市在“试点先

行、示范带动”的基础上，积极探索重度

残疾人集中托养模式的做法和经验，受

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2018年5月25日，全国推动因残

致贫家庭脱贫攻坚暨失能贫困重度残

疾人照护和托养工作现场会在驻马店

市召开，会议提出在全国推广驻马店市

的经验做法。

2019年11月5日，第二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开幕，在中国馆“幸福

中国”单元的图片展示区，驻马店“贫困

家庭重度残疾人集中托养”模式作为中

国脱贫攻坚进程中社会保障兜底典型经

验，向各国政要及参会客商生动展示。

天塌下来政府帮俺扛

“你看，通过这几年的康复治疗，俺

当家的一天比一天好，现在给他说话都

知道眨眼睛啦。”1月2日，正在给丈夫喂

饭的上蔡县大路李乡重度残疾人托养

中心护工黄翠英说。

今年56岁的黄翠英是大路李乡孟

庄村张庄村民组村民，2013年，在儿子

准备参加高考的前夕，小她两岁的丈夫

聂华堂开货车跑运输时遇到车祸，一个

能跑能干的中年汉子一下成了植物人。

“当时就感觉天塌了。”黄翠英说，

“看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他天天

躺在床上没知觉，吃饭得用针管往里

打，每天忙着照顾他，饭我都顾不上做，

儿子不忍心看我一人受苦，也提出要退

学打工养家。”

2016年7月份，托养中心成立后，

聂华堂成了第一批入住的重度残疾人，

黄翠英也被吸收为该中心的护工。“现

在好多了，住在这里，每天都有医生查

房，每月千把块钱的药费也是由政府负

担，我还靠着每月2000元的工资供出

了一个大学生。”黄翠英说，“如果没有

这个托养中心，真不知道这几年的日子

咋过。”

孤儿寡母度日不再难

张素芳是正阳县新阮店乡徐围孜

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儿子段文帅６个

月大时患上小儿麻痹症，先后到郑州、

武汉等地医治，没有太大好转，最终成

为下肢瘫痪的残疾人。2005年5月，张

素芳的丈夫意外身亡，当时女儿段文静

才15岁，张素芳拉扯两个孩子艰难维持

生活。由于家境贫寒，加之身体残疾，

段文帅没踏过学校的门槛，段文静也因

父亲去世中途辍学。

2018年3月，根据张素芳家的实际

情况，经乡、村两级推荐，他们一家入住

乡贫困家庭重度残疾人托养中心，张素

芳成为护工，护理着自己的儿子，每月

还能领到2000元的工资。“这下好了，

我们全家生活无忧，不用花一分钱，连

牙刷、牙膏、卫生纸都不用买，我可以攒

钱了，也不拖累亲戚了。”张素芳说，“进

了集中托养中心，俺这孤儿寡母也都过

上了踏实日子。”

“2017年起，驻马店已建成重度残

疾人托养中心97个。”驻马店市残联理

事长张银良说，托养中心目前在建的有

16个、计划再建4个，已入住贫困家庭

重度残疾人1990人。同时，护工岗位招

聘优先面向建档立卡贫困户，为重度残

疾人家庭提供稳定岗位2000多个，每

人月收入约2000元。

“重残托养”圆了脱贫梦

□本报记者黄华

本报讯（记者田明）1月8日，记者

从省气象台获悉，1月4日到7日我省出

现大范围雨雪天气，此次降水过程持续

时间长、强度大。目前全省大部墒情适

宜，土壤墒情明显改善，对冬小麦安全

越冬非常有利。

此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日降水

强度大、雨雪相态转换频繁。据极端气

候事件监测显示，全省平均降水量45.1

毫米，是1月降水量常年值（13.1毫米）

的3.4倍，大部分地市平均降水量是1月

降水量常年值的3倍～5倍，焦作、济源

两地市在5倍以上。5日到6日全省52

个站（占测站总数的43%）突破建站以

来1月日降水量历史极值。

监测显示，此次降水过程基本解除

了我省前期旱情，干旱站点数减少

32%。同时，改善了生态及空气质量，

有效降低了前期我省较高的森林火险

等级。

我省多地降水破极值

土壤墒情明显改善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记者9日获悉，教育

部日前印发《关于做好2020年普通高校招生工

作的通知》，对今年的普通高校招生工作作出部

署。通知指出，继续实施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贫

困地区学生专项计划，加强资格审核，优化考生

服务，推动专项计划优惠政策落实到位。

为促进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通知称，要

落实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政策，有关地方

要进一步完善高考报名政策，确保符合条件的进

城务工人员及其他非户籍就业人员随迁子女都

能在当地参加高考。严厉打击“高考移民”，严格

高中学籍管理，严禁空挂学籍、人籍分离、违规招

生、违规借读等行为，切实维护高考招生秩序。

通知提出，要稳妥推进高考综合改革。上

海、浙江要进一步总结完善试点经验，有关省份

要学习借鉴改革的制度成果。北京、天津、山东、

海南要全力做好新高考落地的各项工作，确保改

革平稳落地。河北、辽宁、江苏、福建、湖北、湖南、

广东、重庆等第三批高考综合改革省份要扎实做

好组织实施工作。

向着全面小康奔跑向着全面小康奔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