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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村人居环境 建设美丽宜居乡村建设美丽宜居乡村
学习推广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经验

从街道美、庭院美、居家美到城市美、乡镇美、村庄美

本报讯（记者刘彤吴向辉）4月15

日，在南阳市宛城区的大田里，随处可见

农民在麦地里喷洒农药忙碌的身影。小

麦种植大户高新洋经营着1000多亩的家

庭农场，他在地头指挥着高地隙植保机进

行对条锈病、赤霉病、麦蚜等的统一防

治。“乡里面统一给购置了农药分给农户，

现在正是小麦重大病虫害防治的窗口期，

各村群众都在积极进行小麦病虫害的防

治。”高新洋说。

时下，我省8550万亩小麦从南至北

已陆续进入抽穗扬花期，同时也是全省条

锈病、赤霉病防治的关键时期。我省提前

部署，积极落实好小麦重大病虫害防治资

金，其中，农业农村部支持河南省9600万

元用于病虫害防治，省财政也下拨1亿元

专项资金，各市县两级财政积极统筹整合

资金，加大防治投入；同时还发动农民群

众筹资投劳进行防治。

各地在抓好小麦条锈病、赤霉病防治

的同时，也统筹做好干热风和其他病虫害

的防治，抓住关键时间节点，做到一喷多

防、病虫兼治。

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厅长申

延平说：“豫南小麦赤霉病常发区，要坚持

‘见花打药，主动预防’不动摇，确保防在

发生流行前，其他麦区要根据天气预报，

适时组织开展病害预防。同时，鼓励、支

持专业化服务组织、种粮大户、家庭农场

等主动进行查治，示范带动周边群众开展

群防群治，把病害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程

度。”

为确保防治质量，省农业农村厅下

派18个专家指导组 分包17个省辖市和

济源示范区，会同当地技术人员，做好小

麦条锈病、赤霉病和“倒春寒”防控的技

术指导和服务工作。各市、县级农业农

村部门也组织专家指导组和农业技术人

员深入田间地头，分片包乡包村，对防控

工作进行督导指导，对专业化服务组织、

种植大户和农民群众开展面对面的技术

服务，确保防控技术落到实处，坚决打赢

小麦条锈病、赤霉病等重大病虫防控这场

硬仗。

庙荒村一隅庙荒村一隅

未雨绸缪 严防死守

我省推进重大病虫害防控全覆盖

林州“小美”聚合成“大美”
□本报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葛希斌郭荣文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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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李冠
培）4月6日，平顶山市湛河区曹镇乡曹

西村口的游园内草木含翠，小径通幽，

一湾碧波穿流而过。游人在新修的拱

桥俯瞰，不时有锦鲤跃出水面。人们怎

么也想不到，就在一年前，这里还是垃

圾遍地，小河沟里淤泥充塞，杂草丛生，

臭气扑鼻。

按照湛河区乡村人居环境整治规

划，去年4月，曹西村“两委”发动全村党

员群众参与河道整治，拆除附近违章建

筑，清理漂浮物及周边垃圾，在河内种

上莲藕等大量水生植物，用来改善水

质。在此基础上，以河为景，打造水系

景观，因势建起了一座小游园，使过去

的垃圾填埋场变成了村民们的好去处。

曹西村巧借水系打造乡村游园，只

是湛河区众多乡村游园的一个缩影。

截至目前，该区已建成了“水系景观”20

余处。

近年来，湛河区围绕水系建设，治

理黑臭水体，开展人居环境整治，使一

个个废弃坑塘变成“水系景观”，成为远

近闻名的“鹰城小江南”。

湛河区紧邻白龟山水库，辖区内河

道纵横，水资源丰富。针对这一优势，

该区对辖区内的坑塘、河道进行登记造

册后统一规划，并因村制宜进行逐一整

治。本着“治脏先治水，水清建游园”的

思路，对辖区内河道垃圾、淤泥进行清

理，并对各种污染源进行控污和截污处

理，通过水生物培育等生态方法修复水

体。同时，在河道周围加强绿植栽种与

美化，使河道与周边环境相通相融，自

成一景，让乡村环境发生了根本转变。

北渡街道油坊头村村南有一处50

余亩的低凹废弃地，在区、街道的支持

下，该村根据其坑洼不平的地貌，因势

规划进行生态修复，修建了小溪、荷花

池、垂钓园，铺设了羽毛球场等，安装了

户外电子显示屏，建成了水系游园。同

时，利用户外显示屏，定期播放微党课、

致富信息等内容，让党员群众在娱乐中

接受教育、增强创业本领。

平顶山市湛河区

“水系景观”成就“鹰城小江南”

■点评

近年来，林州市积极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着眼建设世界人

文山水城市目标，坚持问题导向治顽症，坚

持目标导向补短板，坚持结果导向出实效，

探索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林州样板”。

“市场化”环卫保洁覆盖“全”。林州

市由政府购买服务，引入大小4家专业公

司实行生活垃圾市场化运营保洁。在实

践运行中不断完善政企、村企衔接机制及

市、镇、村三级精细化监管机制，实现了全

域无垃圾常态化、制度化。

“系统化”推进厕改标准“高”。林州

市根据山区村、城区村特点，以“户改、铺

网、处理、净化”为关键环节，因地制宜推

进了城乡污水处理型、村内管理配套型、

生态大三格型等6种厕改模式。农村户

厕改造完成128617户，占农村常住总户

数92%，户厕改造数量多，投入资金大。

“资源化”旧物利用方法“活”。林州

市以满足农村公共服务需求为落脚点，将

村内的废弃、危旧、私搭乱建等房屋改造

为菜园、游园和停车场；将废缸、废猪槽、

石磨、石碾等旧物件变成扮靓村庄的独特

元素，打造了一批具有乡土特色的村庄景

观。既打造了“面子”又美化了“里子”，赢

得了群众的交口称赞。

“差异化”打造村庄提升“快”。林州

市在村庄提升上杜绝“千村一面”，遵循

“差异化”打造思路，按照城郊融合类、拓

展提升类、特色保护类、整治改善类、搬迁

撤并类等五大类别分层分类推进，走出了

一条低成本、可复制、易推广的美丽乡村

建设新路子。

“全民化”清洁家园成效“大”。林州市

深入开展“全民动手，清洁家园”活动，突出

“全民化”参与，市领导带头参加，党员干部

积极响应，群众广泛参与，纷纷出钱、出物、

出力。实现了环境美、田园美、村庄美、庭

院美，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不断提升。

全民动手清洁家园 共建共享美丽乡村
□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一级巡视员薛玉森

本报讯（记者吴向辉）4月17日，省

农业农村厅发布我省知名农业品牌目

录2019年入选名单，通许小麦、汝阳香

菇等200个农业品牌榜上有名。

据了解，根据河南省农业品牌目录

制度要求，经自愿申报、逐级推荐、专家

评审、社会公示、会议研究，共确定200

个农业品牌入选河南省知名农业品牌目

录，其中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20个、农业

企业品牌50个、农产品品牌130个。

省农业农村厅要求，各地要持续深

化绿色兴农、质量兴农、品牌强农，创新

手段形式，加大入选品牌的宣传推介力

度，努力提升品牌影响力，助力产业做

大做强。要大力开展市（县）品牌创建

活动，积极构建“省+市+县”农业品牌梯

次发展格局。要加强政策引导，浓厚创

建氛围，充分发挥品牌引领带动作用，

不断推动我省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助

力乡村振兴。

我省知名农业品牌目录公布
200个农业品牌榜上有名

作为我省乡村振兴示范市，林州市

对标建设世界人文山水城市，着眼补齐

农村发展短板，以清洁家园行动为抓手，

着力推进人居环境整治，短短一年时间，

林州市跻身于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

行列。

现在，林州市全域处处是街道美、

庭院美、居家美，而这一个个的“小美”聚

合而成的则是城市美、乡镇美、村庄美的

“大美”，林州正以崭新的面貌和魅力吸

引着人们的目光。

去年，林州市通过广泛开展“全民

动手、清洁家园”“五美庭院”评选、人居

环境整治“红黑榜”“ 干不干让群众定，

干什么让群众选，怎么干让群众提，好

不好让群众评”等活动，破解了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中点多、面广、成因复杂、整

治投入大等问题，在全市形成“政策引

导干、党员带头干、群众自发干”的良好

氛围。

林州市委书记王宝玉说：“林州市

是去年春天开展‘全民动手，清洁家园’

行动，我们把这一行动作为做好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和生态保护等重点工作的

切入点，从县级领导做起，带动干部、群

众自己动手清洁家园，激发起了全市

116万人民群众建设美丽家乡的积极

性、主动性和精气神。”

清洁家园助商贸繁华

几年前，林州市临淇镇临淇社区街

道还是清理垃圾靠风、处理污水靠蒸、占

道经营路难行。如今，街道整洁，绿树红

花点缀，道路两边商铺林立，熙来攘往。

这个拥有2万余人的乡村社区，有

街面店铺2000余家。在清洁家园行动

中，临淇社区党员干部带头，群众积极参

与，按照“社区→工作区→大街→小巷→

农户”的工作思路，由主到次，由表及里，

由浅入深，层层推进，社区面貌焕然一

新，商贸环境明显提升。

清洁家园助游人流连

除“顽疾”，美颜值，塑气质，特色旅

游小镇的面貌焕然一新，“魅力石板岩”

如画卷一样出现在世人面前。

石板岩镇紧紧抓牢“清洁家园”这

条主线，高标准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提升游客体验度，真正让游客记得

住、留得住。

近年来，石板岩镇南湾村随着大峡

谷旅游业的日益发展，小山村成了“明星

村”，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旅游观光。

但是南湾村靓丽的背后也有“痛点”，民

居零星散落，没有集中垃圾收集点，村庄

道路狭窄。

去年，林州市开展“清洁家园”后，南

湾村的这些“痛点”被一一消除，人居环

境有了质的提升。

“现在村里面干净多了，有了公厕，

胡同变宽了，原先堆垃圾、放杂物的地方

铺上石板，种上了花草，村庄面貌变化真

是非常大。”南湾村村民谷旺平说。

南湾村人居环境整治是石板岩镇

“清洁家园”工作的一个缩影，一个魅力

特色旅游小镇正成为豫北明珠。

清洁家园助生活幸福

街道干净，房屋错落有致，红旗渠

水穿村而过，建筑外墙红砖与麦秆泥搭

配，既保留了村落的原始韵味，又不乏时

尚感，眼前的黄华镇庙荒村美不胜收。

庙荒村结合美丽村庄建设，开展清

洁家园行动，进行美丽庭院评比，美丽庭

院建设改变了全村许多村民的生活，村

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明显提升。

2017年以来，该村加强村规民约建

设，让群众紧紧与党支部站在一起。群

众开始自发打扫房前屋后的垃圾，腾出

破旧猪圈、鸡舍，齐心搞建设，共建幸福

家园。

“村里环境改善了，外地游客越来

越多了。我和女儿在家经营农家乐，对

现在的生活我们很满意，很知足。”经营

农家院的张存香高兴地说道。

林州市乡村振兴指挥部统计，去

年，林州市共调动156万人次主动参与

清洁家园行动，清理垃圾86.5万吨，栽

植树木48万棵，完成美化提升52万平

方米，绿化16万平方米，建成景观小品

112处。542个村全部建立人居环境共

商、共建、共管、共享制度，共评选“四美

乡村”226个，“五美庭院”1.6万户。

林州市市长孙建铎说：“清洁家园

行动是满足广大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最基

本向往的民心工程，是助力乡村振兴，建

设美好生活的德政工程，我们一定要做

到坚持抓、用心抓、深入抓，在清洁家园

行动的实践中提升文明度、提振精气神、

提高幸福感与获得感。”

本报讯 4月17日，国务院新闻办

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0年一季度

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家统计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初步核算，2020年一季度

GDP同比下降6.8％，3月份主要经济

指标呈现回升势头，降幅明显收窄。全

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4.9％，其中

粮食价格上涨 0.6％，鲜菜价格上涨

9.0％，猪肉价格上涨122.5％。扣除食

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 CPI 上涨

1.3％。

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

农业生产基本平稳，粮食生产形势较

好，农业（种植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5％。目前，全国主要农区气候条件

总体有利，春耕春播进展顺利，冬小麦

整体长势好于上年和常年。3月底，全

国冬小麦一、二类苗播种面积比重达到

87.2％，比上年同期增加3.5个百分点；

一季度禽蛋产量增长4.3％，牛奶产量

增长4.6％，猪牛羊禽肉产量 1813万

吨；一季度末，生猪存栏32120万头，比

上年四季度末增长3.5％，其中能繁殖

母猪存栏3381万头，增长9.8％。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一季

度第一产业增加值下降了3.2％，主要

是畜牧业拖累的原因。由于近期疫情

的影响，猪牛羊禽出栏受到一定影响，

一季度畜牧业总产值下降了10.6％，而

且一季度畜牧业在整个第一产业中占

比约45％，所以拉低了第一产业增加

值速度。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春耕春

播有序推进，占夏粮90％以上的冬小

麦长势良好，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从

粮食的供求情况来看，一季度粮食价格

总体平稳，粮食价格同比上涨0.6％，环

比持平。随着前期促进生猪生产的一

系列政策不断落地见效，一季度末生猪

存栏比上年末增长3.5％，畜牧业加快

恢复和改善。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认为，从目

前经济运行情况来看，3月份比1~2月

份明显改善，这是一个基本判断。随着

复工复产加快统筹推进，更大力度的政

策不断出台，二季度表现会更好，这是

一个基本趋势。（本报综合）

一季度农业生产基本平稳

4月19日，在宁陵县程楼乡徐八楼村刘庄村，村民正忙着移栽红薯秧苗。去年，省劳

动模范杜华，在徐八楼村刘庄采取土地流转、扶智扶技、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扶贫模式，创

办4个产业示范园，带动一批村民脱贫走上致富路。 吕忠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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