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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村版

平舆县玉皇庙乡

人居环境好 村民信心足

百年路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启航新征程 你好，小康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李振阳通讯员

刘力娜王涛）10月28日，捷报从广西三

江侗族自治县传来，在10月26日开幕的

第十七届中国茶业经济年会上，潢川县再

次荣获“中国茶业百强县”称号，实现了

“中国茶业百强县”四连冠。

据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介绍，评选结

果代表了目前中国茶叶行业的总体发展

水平，其结果将作为今后行业推介、信用

等级评定、品牌商标推选等工作的重要依

据。潢川县连续四届进入百强县，既显示

了潢川县茶叶生产的较强实力，也充分彰

显了潢川茶叶的优良品质，是潢川茶产业

不断做大做强，成为富民强县支柱产业的

关键。

目前，潢川县有茶园面积17.3万亩，

茶叶年总产量3500吨，产值6亿元，茶叶

类专业合作社52家，市级以上龙头企业6

家，注册商标30家，河南省著名商标2

家。潢川县茶产业发展在带动农户增收、

巩固脱贫成果、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做出

了显著贡献。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10月30日上

午，由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

中共河南省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

室、国家体育总局安阳航空运动学校、省

发改委、省工信厅、省体育局、省文旅厅、

省侨联、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与安阳市人民

政府联合主办的第十三届安阳航空运动

文化旅游节开幕。

安阳市委书记袁家健说，安阳有

3000 米以下 4420 平方公里常年可以

飞行的低空报告空域，有世界一流、亚

洲第一的林虑山国际滑翔基地，有中国

航空体育“黄埔军校”之称的安阳航校。

每当人们想起飞行，首先想到的就是安

阳这片想飞就飞的地方，“安阳——一座

会飞的城市”已经深入人心。近年来，安

阳先后被确定为“全国通用航空产业园

区试点市”“全国首批通用航空产业综合

示范区”“无人驾驶民用航空器试验区”

“5G泛在低空飞行测试基地”，航空运动

之都的品牌更加响亮。

改出干劲 增出满意
淮阳区把“六改一增”改到群众心坎上

潢川再获“中国茶业
百强县”殊荣

安阳航空运动文化
旅游节开幕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通讯员韩功勋）

“‘六改一增’就是好，党的恩情忘不了；户

容户貌变了样，今后日子有希望……”11

月2日，周口市淮阳区城关回族镇贾庄行

政村67岁的王秀连站在自家新硬化的院

内说起一段自编的顺口溜，同时，也道出了

贾庄行政村人居环境的大提升。

王秀连的老伴和儿子相继去世，儿媳

改嫁，自己与孙女相依为命，没有能力自

我改造生活居住环境。今年，王秀连被识

别为村里的监测对象，在这次“六改一增”

工程中，村委干部为她家绿化、硬化了院

子。

82岁的脱贫户马新旺老人同样是

“六改一增”工程的受益者。“马新旺和老

伴都有慢性病，老两口长年离不开药，经

济十分拮据，厨房漏水了，就用石棉瓦将

就着。”该村村委干部说，驻村工作队为老

人修好了厨房，买了燃气灶、排烟机。

今年9月以来，淮阳区对区内家庭居

住环境较差的2020年年底的脱贫户和三

类监测对象组织实施了“改院、改厨、改

厕、改门窗、改墙（地）面、改照明灯，增添

或更新简单家具（即‘六改一增’）”工程，

切实改善了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的生活

居住环境，使乡村人居环境得到净化美

化，村容村貌得到进一步改善，巩固拓展

了脱贫攻坚成果。

“我们为每个脱贫户和监测对象量

身定制了‘六改一增’的内容，积极引导

其移风易俗、崇尚文明、树立新风，养成

良好的卫生生活习惯，争取把‘六改一

增’改到群众的心坎上。”淮阳区委书记

张建党说。

如今，淮阳辖区各乡镇、办事处，“六

改一增”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开展红红火

火，小到枯树、杂草、尘土、秸秆的清理处

置，大到河道、坑塘、村室文化馆、农家书

屋的规划设计，区乡村三级党员干部群众

一起出主意、想办法、齐动手，形成了上下

联动、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

农村公共服务短板很快补齐，农村公共基

础设施建设大为改观，群众环境意识和文

明意识明显提升，提干劲、话发展、谋幸福

的多了，再到农村去看，路更宽了，灯更亮

了，水更清了，天更蓝了，景更美了，人也

更有精神头儿了，群众的满意度和幸福指

数直线上升。

本报讯 11月1日，记者从“出彩河

南人”第三届最美退役军人宣传推介活

动组委会获悉，2021年河南省第三届最

美退役军人31名候选人已正式产生。

“出彩河南人”第三届最美退役军

人宣传推介活动，由中共河南省委宣传

部、河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河南省军

区政治工作局联合主办，河南广播电视

台、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协办，河南广播电

视台公共频道承办，旨在选树一批在革

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各个历史时期，立

足岗位奉献、勇担时代重任，以及在洪涝

自然灾害、新冠肺炎疫情等严重危及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的紧急关头，奋不顾身、勇

于担当的退役军人先进典型。通过宣传

推介活动，选树最美退役军人典范，讲好

退役军人故事，展现退役军人风采，教育

引导广大退役军人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扬正

气、树标杆、展风采、续传承，自觉珍惜

荣誉，积极投身河南建设发展，建功新

时代，为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绚丽

篇章营造良好环境。

宣传推介活动启动以来，全省各地

和省直单位高度重视、积极参与。组委

会办公室共收到参评事迹材料141件，

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按照“政治

过硬、品德良好、事迹突出、群众公认、遵

纪守法”标准组织初评，确定了31名候

选人。

公众可通过河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官网、“大象新闻”客户端，为心中的最美

退役军人点赞。公示期限为2021年11

月2日8时至11月6日20时，公示期间

大家如对被公示对象有异议，可通过致

电或信件反映。

信件地址及邮政编码：郑州市金水

区东明路181号

河南省退役军

人 事 务 厅

450003；

监督电话：

0371-68060730。

（本报记者）

本报讯（记者张莹）11月2日，由河

南省慈善总会、河南明睿酒业有限公司

联合发起的“仁者爱人、益路童行”课后

延时特色课堂慈善项目，在河南省慈善

总会福彩大厦举行捐赠授牌仪式。

据悉，该项目的启动，是省慈善总会

在慈善育人领域的积极实践，希望能与社

会各界齐心同力，以慈善育人培育未来、以

慈善树人赓续文化血脉，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教育事业

高质量发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仪式现场，河南明睿酒业有限公司

向河南省慈善总会捐赠100万元，用于

该项目的实施；与会领导为首批参与项

目试点的郑州市郑东新区外国语小学、

聚源路小学、蒲公英小学、普惠路小学，

金水区优胜路小学，经开区泰和小学、朗

星小学、育才小学八所学校授牌。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园区一家企

业因多种因素，经营运行困难，区委区政

府对症下药，引导企业采取‘以优质资源

换优质项目’的形式，盘活了500多亩土

地、13万多平方米厂房、各类生产线等

资产。”近日，记者在漯河市淞江产业集

聚区走访时，了解到一起盘活闲置土地

的典型案例。

低效用地是掣肘产业集聚区凝聚

合力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如何突破

这一瓶颈？淞江产业集聚区以高质量

发展为统领，以全省“百园增效”为契

机，在全面摸清企业土地利用现状的

基础上，成立专班，制订低效工业用地

盘活利用工作方案，明确低效用地认

定标准、处置办法、倒逼机制、保障措

施等，综合采用“自主开发模式”“政府

收储模式”“国有投资公司参与模式”

“府院联动机制”等多种方式，实现一

企一策。

统计显示，目前，淞江产业集聚区高

效盘活土地838亩、建筑面积27.5万平

方米，新安排就业近600人，带来计划投

资约30亿元，一批优质项目迅速引进开

工并相继投产，年预计新增营业收入约

10亿元。

“出彩河南人”
第三届最美退役军人候选人出炉

“仁者爱人、益路童行”
课后延时特色课堂慈善项目启动

漯河市淞江产业集聚区

突破低效用地瓶颈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赵洪
宇）“感谢蒋组长为我村发现、推荐了一

个好人才，现在我村的信息工作在全乡

名列前茅！”10月30日，郸城县胡集乡藕

坑行政村支书王连生给蒋德玉打电话说

道。该村就业信息员王艳彬头脑灵活，

精通电脑，工作认真负责，多次得到乡相

关负责同志的认可和表扬。

郸城县委开展第七轮巡察村（社区）

时，按照巡察工作需要，蒋德玉被任命为胡

集乡藕坑等7个村的巡察村（社区）组长。

蒋德玉带领组员走访至王艳彬家时，了解

到王艳彬因肢体残疾不能外出务工，但高

中毕业的他电脑操作熟练，目前在淘宝上

开了网店，受今年疫情影响，收入较往年少

了一半，虽已脱贫但生活仍不富裕。

了解到藕坑行政村在其他方面工作

都是先进，但信息工作总是垫底时，蒋德

玉想到了王艳彬。通过咨询相关政策，

填写申报资料等，蒋德玉帮助王艳彬走

上就业信息员岗位，增加了收入，同时也

解决了藕坑行政村的难题。

本报讯（记者黄华通讯员王昆明郏
怡心）10月30日一大早，平舆县玉皇庙乡

王楼村小栗庄组几个晨练的村民闲聊着：

“看看咱庄现在真干净，小院、村道整洁明

净，彩色的墙绘生动别致……”从昔日垃

圾焚烧黑烟四起、院坝里柴草乱放、道路

边沟又臭又脏，到如今村庄干净整洁、空

气怡人，村民安居乐业，这都得益于该乡

下大力气开展的人居环境整治行动。

今年以来，玉皇庙乡以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为重要抓手，按照整乡推进、突出

重点、逐步提升的要求，强机制、压责任、

定规范、抓落实，农村面貌焕然一新，人

居环境显著提升。

该乡实行班子成员包村、村“两委”

干部分包重要路段和重点区域的工作机

制，由乡村两级党员干部、志愿者带头，

走村入户，帮助群众打扫房前屋后卫生，

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录制短视频，通过微

信、抖音广泛宣传；制作墙体版面60多

个、悬挂横幅80多条，固定性宣传栏12

个，出动宣传车辆11辆，在全乡上下营造

浓厚氛围。

同时，该乡组织专业化保洁队伍265

人、重型机械10辆，专用垃圾清运车2

辆，对街道、村庄的生活垃圾、杂草、坑塘

等开展“大扫除”，共清理整治沟渠池塘

165处，治理垃圾点178处，清理垃圾800

多吨。王楼村小栗庄组已铺设完成500

多米长的地下污水管道，有效解决生活

污水乱排乱放问题。目前，全乡累计完

成户厕改造1956户，排查厕所3109户，

有问题的139户已全部整改完毕。

郸城县委巡察办

一次走访解决多方难题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乔金
磊 陈鹏旭）“感谢河南省邮政公司再次

为下沟村群众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5年来俺村已有7名遭受意外伤害的群

众享受了理赔，这份保险可是帮了群众

的大忙。”10月22日，鲁山县尧山镇下

沟村党支部书记王金民言语间充满感

激。

据悉，2015年，河南省邮政公司开

始定点结对帮扶下沟村，驻村工作队了

解到该村有很多群众从事玻璃桥、索道、

滑道等旅游设施的修建工作，经常在高

空或地形复杂的山地作业，工作危险性

高。为给群众提供一份保障，从2017年

起，该公司每年都会拿出资金为下沟村

全体村民500余人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

险，每人每年保费70元，可获最低5000

元、最高18万元的保险理赔。迄今为

止，该公司已为下沟村投保2500余人

次，为群众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鲁山县下沟村驻村帮扶单位

连续5年为全体村民买保险

□本报记者曹怡然通讯员刘禾陈思远

干活不要钱，村子变游园，这是桑坪

镇“明星”村小组岭根组的真实写照。

桑坪镇距离西峡县城75公里，处于

伏牛山腹地，是该县最为偏远的乡镇。6

个月前的桑坪村岭根组杂草丛生，跟其他

村组一样，于深山之中默默无闻，现在却

成为十里八村出名的“明星”，10月28日，

记者带着好奇走进这里。

走进岭根组，一面被鲜花簇拥着的鲜

红党旗首先映入眼帘，用旧房梁搭建的牌

坊和亭台分外古朴，青山下是用石头砌成

的水道。沿着乡村道路往深处去，目光所

及尽是花海，随处可见旧陶罐做的花盆，蒿

草做的拱门，旧轮胎做的秋千，还有就地取

材的石桌石凳，颇有世外桃源的韵味。

“我们现在走的这条生态景观廊道长

度近3公里，基本贯穿岭根组，里面的大

小物件都是老百姓自己做的！”桑坪村支

书杨祖伟感慨道。

今年开春，桑坪村党支部便开始琢磨

自己的振兴事业。岭根组得益于民风淳

朴，生态环境优越，地理位置靠近集镇，被

支部作为乡村振兴的“试验田”。

乡村要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为了

改变村容村貌，今年4月，岭根组启动改

造计划。

自从工程进入施工阶段以来，杨祖伟

就带着支部的5名党员没日没夜地泡在

工地上，和水泥、搬石头、种花草，在烈日

的炙烤下，脖子、胳膊很快晒脱了皮，但只

要有空他们就在工地上忙碌。

“村支部里几个90后小娃娃，那都

是家里的宝贝疙瘩，啥时候拿过砖敲过

瓦，可他们都顶着太阳干活，我们这些老

头子还有啥理由坐着休息。”74岁的李永

三对记者说。他们的行为很快得到岭根

组群众响应，义务干活的人从5名迅速

扩大到60余人，有二三十岁的壮劳力，

也有七八十岁的老大娘，男人干泥瓦活，

女人给大家做饭、烧水，更有打工在外的

乡亲们捐资捐物。短短6个月，岭根组

的面貌焕然一新，集镇“后花园”雏形初

显。

在群众甘心奉献的背后是岭根组党

员干部始终把群众的事放在心上。

从2011年开始，岭根组的党员干部有

了这样一个惯例：逢年过节，对返乡人员有

一次走访谈心，对贫困家庭有一顿饺子，对

外地过节的有一声问候；集体大事，对全体

群众有一个培训，对乡亲子女有一个通知，

对集体财务有一个账本。积少成多，岭根

组的人心越拢越齐，村民非常勤劳，邻里关

系很和谐，“牌场”“麻将桌”在这里彻底退

出了群众生活。

李秀英老人60多岁了，每天一大早

她就沿着村间小路转悠，捡垃圾、修整花

草、浇水，她说：“村里变成这个样子不容

易，大家都出了力。我老了重活干不动，

这些杂活我得揽下来，让集体省点心。”

“到目前为止，岭根组的改造只用了

财政资金20万元，老百姓自己动手干活

节约的工钱将近200万元，这就是人民群

众的力量。乡村振兴绝不是一个人、一个

支部能办到的，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

众，这样的振兴才是健康可持续的。”桑坪

镇镇长杜谦勇说。

不等不靠齐动手 自治自建乡村兴

7月份以来，沁阳市全力推进中小学卫生厕所建设，在满足功能需求的

基础上，将厕所文化和校园文化相结合，对中小学校园的厕所进行全面改

造。截至目前，该市88所中小学、幼儿园的厕所已全部完成改造。图为沁

阳市柏香镇东乡中心小学“海洋世界”主题厕所。

本报记者杨远高通讯员杨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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