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目标水目标
城 市城 市 集 中集 中

式饮用水水源地式饮用水水源地
取水水质达标率取水水质达标率
达到达到100100%%

大气目标大气目标
PMPM22..55 年年

平均浓度控制平均浓度控制
在在 5151 微 克微 克//立立
方米方米以下以下

土壤目标土壤目标
受污受污染耕染耕

地安全利用率地安全利用率
实现实现9595%%以上以上

农村环境农村环境
整治目整治目标标
新增完新增完成农成农

村环境整治的行村环境整治的行
政村政村12001200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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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村版

本报讯（记者李梦露）4月12日，

在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2022年河南

省污染防治攻坚新闻发布会上，省生

态环境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朝军对

我省下一步如何做好农村生活污水处

理工作进行了解答。

王朝军说，截至目前，我省已整治

村庄占全省4.5万个行政村的23.3%左

右，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34%，位

居中西部省份前列。“十四五”期间我

省规划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每年提高

三个百分点，到“十四五”末，我省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率将达到45%。

未来我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作

将如何进行？王朝军指出，首先要健

全治理体系，各地加快构建“县级政府

主导+专业公司建设运维+生态环境部

门统一监管”的治理体系，鼓励各地依

托城镇污水处理厂或选择专业公司统

一负责农村生活污水建设运维，推动

实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统一规划、

统一建设、统一运行和统一管理，不断

提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统一化、专业

化、市场化水平；同时，顺应新型城镇

化发展趋势方向，将在乡镇政府所在

地、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两侧的一二

级保护区、黄河干支流沿线、城乡接合

部和风景名胜区5个方面优先整治。

乡镇政府所在地必须实行生活污水集

中处置。

本报讯（记者李梦露）4月12日，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2022年河南省污

染防治攻坚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

我省2022年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

攻坚战及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实

施方案。

发布会上，省生态环境厅党组成

员、副厅长王朝军介绍，2022年是推进

实施“十四五”规划，深入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的关键之年，为此，省生态环

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统筹谋划、系统

规划、层次推进，印发了《河南省2022

年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及农

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下

称《方案》），形成了今年污染防治攻坚

工作的顶层设计框架和全面系统的

“施工图”和“路线图”，为深入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指明了方向，划出了重

点。

其中，大气方面，全省环境空气细

颗粒物（PM2.5）年平均浓度控制在51

微克/立方米以下，可吸入颗粒物

（PM10）年平均浓度控制在85微克/

立方米以下，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比例不低于64.2%，重污染天数比例控

制在3.0%以下。

水方面，完成国家下达的和我省

确定的地表水环境质量年度目标任

务，县级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地取水水质达标率达到100%（自然本

底值高除外），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

口水库陶岔取水口水质稳定达到Ⅱ

类。

土壤方面，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

率实现95%以上，重点建设用地安全

利用有效保障，地下水国考区域点位V

类水比例控制在25%以内。

农业农村方面，新增完成农村环

境整治的行政村1200个，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率达到36%，农村生活垃圾收

运处置体系覆盖所有村庄并稳定运

行；主要农作物化肥利用率达到41%，

农药利用率达到40.8%，农膜回收率稳

定在90%以上，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维持在82%以上。

《方案》还明确了打好大气污染

防治攻坚战、打好水污染防治攻坚

战、打好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及打好

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这四大污

染防治攻坚战27个方面101项重点

任务。

污染防治攻坚有了“施工图”“路线图”
我省明确今年27个方面101项污染防治重点任务

本报讯（记者李燕 通讯员武月 张
超）“这下可帮我们大忙了，原本这些蔬

菜销售不出去，愁得我们晚上睡不着

觉，你们可算解了我们的难题。”4月

12日，柘城县凤凰街道办事处农户李

艳涛高兴地向柘城县退役军人志愿者

联合会常务副会长王广运和王水利表

达谢意。

该县慈圣镇几百亩早熟大蒜，原来

签订合同的中牟县、杞县的客商因疫情

不能前来收购，导致蒜薹滞销；凤凰街

道办事处一豆制品加工厂的产品出现

滞销……4月9日，柘城县退役军人志

愿者联合会听到这些消息后，决定发挥

退役军人志愿者在各个行业的优势，组

织退役军人志愿者助力农产品销售，架

起农产品销售的“桥梁”。

退 役 军 人 志 愿 者 们 穿 梭 在 乡

村、小区和超市，装袋、称重、搬运、

结算……

截至目前，在80余名退役军人志愿

者的共同努力下，销售各类农副产品

6000余斤，大大缓解了菜农们的销售压

力。

本报讯（记者李殿华 通讯员贾雅
莉）4月10日13时，新郑市公安局交巡

警大队三中队中队长张云翔带领民警刘

春安、吴有强、马书辉等人，在107国道

连接线孟庄防疫卡点执勤时，一名50多

岁的农民因手机故障而无法查询到本人

的健康码和行程卡，按要求不能放行。

民警了解到，这位来自尉氏县的丁某某，

当天一大早从自家地里挖了一大车红薯

苗，想着拉出来卖点儿钱，因其没有有效

证明，过不去卡点。由于当天气温高达

34℃，考虑到气温不利于红薯苗存放，民

警立即通过多方联系，找到买家，顺利卖

完全部红薯苗，买家当场付清了货款

3000元。

数着到手的人民币，丁某某哽咽道：

“这下好了，孩子的学费有着落了。”民警还

给丁某某送来午饭，饭后又拿来方便面和

火腿肠让他在回家路上吃。丁某某又一次

哽咽了起来，不断地对民警表示感谢。

新郑交警化身“售卖员”
帮助尉氏农民卖红薯苗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李爱
民）“这几天，温度高，蘑菇长得很快，每

天产量都能过万斤，外来车辆进不来，蘑

菇当天卖不出去，就烂掉了，多亏沁阳市

乡村振兴局的协调帮助，帮我们销售了

滞销的10万斤蘑菇。”4月10日，沁阳市

柏香镇南西村保成合作社负责人史兆成

感激地说。

4月7日，沁阳市乡村振兴局在对全

市各乡镇（街道）带贫企业（合作社）、消

费帮扶小菜园、脱贫户（监测户）滞销产

品的排查中，了解到柏香镇南西村保成

合作社因受疫情影响，日产1万多斤的

蘑菇滞销，要烂在棚里。

“这些蘑菇怎么办”？当天，沁阳市

乡村振兴局立即组织沁阳市工商联、

商务局、公安局、教体局、卫健委、总

工会及3家电商企业紧急召开滞销产

品对接会，全力开展滞销产品进商

超、进企业、进学校、进医院、进机关

等“九进”活动；并建立“一群三站”对

接服务机制，建立“沁阳市互联网+战

疫情助销售”工作微信群，每天晚上9

点各单位在微信群中报送需求，专人

负责汇总，第二天由乡村振兴局中转

站、乡镇站、电商物流站三条线路集

中配送。

截至目前，该市共计帮助销售蘑菇

10万斤、带动增收15万元，滞销蘑菇全

部销售一空。

沁阳干部齐心协力
为滞销蘑菇找销路

4月11日，国网内乡县供电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来到岞曲镇王井村，为100多户村

民重新架设供电线路，提升供电水平，为该村发展旅游产业提供电力保障。张中立摄

本报讯（记者刘景华通讯员

张海军 高长军）连日来，卢氏县东

明镇当家山上，核桃林间300多亩

的黄精、辣椒长势正旺，卢氏县香

盛轩核桃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卢

峰组织100多人在整地、浇水、盖

膜。

近年来，卢氏县将林下经济与

产业培育、结构调整、乡村振兴相

衔接，探索出林下种植、林下养殖、

林产品采集加工、森林景观利用4

大类型，今年林下经济发展面积达

到170.03万亩。

其中，卢氏县林下种植类型面

积达到56.5万亩，分别为：林药模

式，以连翘、黄精、苍术、丹参为主发

展41.9万亩；林粮模式，在特色经

济林面积大、空间郁闭度小的林地

实行林粮间作，套种粮油作物6.9

万亩；林菌模式，以羊肚菌、天麻、

灵芝为主发展1.3万亩；林菜模式，

林下发展辣椒、黄花菜、板栗南瓜5

万亩；林苗模式，利用生态廊道和

储备林基地，培植小规格白皮松、

油松、黄杨、红叶石楠1.4万亩。卢

氏县还以“卢氏鸡”林下养殖和林

间养蜂为重点，发展林禽、林畜、林

蜂等林下养殖模式14.46万亩。

据统计，卢氏县农民人均纯收

入中林下经济占比达到1/3。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通讯员

李娟徐玉营）4月7日傍晚，随着最

后一车沥青混凝土的铺设、碾压完

成，卫辉市县道南里线灾毁重建项

目主体工程竣工。该工程的竣工不

仅提高了区域互联互通效率，也方

便了群众出行，为卫辉市西北部经

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交通条件和路

域环境。

视线转向卫辉东部，卫浚线毛

楼至上乐村段、卫秦线孙杏村段，

新建成的公路路面平坦宽阔，标识

标线已施划完成，路肩培土、路树

栽植均已崭新呈现，公路颜值和品

质双提升。

卫辉市在“四好农村路”建设

中，通过重建一批“示范路”、新建

一批“旅游路”、打造一批“产业

路”，建设105公里“美丽农村路”

环线，将一条条公路铺筑到企业门

口、农村群众家门口和田间地头，

织就了四通八达的乡村路网，缩短

了城乡距离，使农村蔬菜种植、水

果采摘、生态养殖等农业产业因路

而兴、蓬勃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

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通讯员

张志超肖敬文）“离开村党支部书

记岗位，我还是一名老党员，仍然

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4月10日，

在封丘县黄德镇大张庄村口疫情

防控卡点，53年党龄的老党员邹文

行表态。

邹文行今年75岁，曾担任二十

多年村干部、9年村党支部书记。面

对疫情，邹文行迅速投入疫情防控

工作，挨家挨户宣传返乡政策、逐户

逐人查看居家情况……

“我每天都关注疫情最新动

态，了解最新防疫知识，自己懂才

能帮助大家。”邹文行凭借多年基

层工作经验和路清人熟的优势，用

“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的实际

行动参与疫情防控。

在封丘，还有许多像邹文行一

样的党员干部，他们忙碌的身影穿

行于大街小巷，在工作中带头、战

“疫”中冲锋。正是这些勤恳朴素、

默默付出、无私奉献的“老兵”，护

佑着群众的健康、守卫着村庄的安

宁，用初心和坚守擦亮共产党员的

先锋底色。

本报讯 （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于京伟
张伟）“大爷，这两天的饭菜是专门为您定

制的，血糖正常了吧？”4月8日，在漯河市

郾城区七星酒店集中隔离点，郾城区纪检

监察干部张瑞，通过房间座机对隔离区内

的一位老人再三叮嘱。

3月下旬，郾城区纪委监委选派12名

纪检监察干部，入驻全区集中隔离点。把

隔离一线作为考察识别纪检监察干部的

“试金石”和“主阵地”，在集中隔离点内

既是“监督员”又是“示范员”，既是“服务

员”又是“宣传员”，全力织牢疫情隔离防

护网。

12名政治过硬、业务精通、作风优良的

纪检监察干部分别在各自负责集中隔离点

开展内部监督，紧盯区域划分、管控措施、

职责分工、隔离制度、服务保障等情况进行

24小时“贴身”监督，对发现问题整改情况

实行每日上报，逐一销号，确保当日问题整

改不过夜。

纪检监察干部在集中隔离点日常工作

中时时处处以政治站位高、能力素质强、自

我监督严的标准引领带动，严格遵守集中

隔离点各项规定，高标准落实集中隔离点

各项措施。搬运物资、消杀送餐、信息收

集、健康监测、心理疏导，哪个岗位上忙不

过来，纪检监察干部都会第一时间顶上去。

纪检监察干部利用微信工作群和现场

培训相结合的方式，强化集中隔离点工作

人员防护、防范意识，并要求按照标准预防

原则做好个人防护，组织各集中隔离点全

体工作人员开展安全管理竞赛，筑牢安全

防范意识。

“全区纪检监察干部将持续发扬‘铁

军’精神，推动集中隔离点各项工作安全规

范有序开展，为全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坚

强纪律保障。”郾城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

区监委主任何国旭说。

4月8日，安阳

市殷都区曲沟镇80

余名机关干部下沉

到 17个行政村，拿

起扫帚、铁锹等工

具，和村干部们一起

清除杂草、垃圾。本

报记者秦名芳通讯

员秦莉萍摄

柘城退役军人志愿者
架起蒜薹销售“桥梁”

未来农村污水处理咋进行？

卢氏县
林下经济“淌金流银”

卫辉市
“四好农村路”铺就振兴“快车道”

封丘县
疫情防控“老兵”忙

郾城区纪委监委

发挥“四员”作用 筑牢防疫战线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张
群生）“我现在过得好着哩，吃穿都

不愁，乡、村干部和民政所的同志

经常来看望，不用挂念我。”4月12

日，正阳县王勿桥乡失独老人吴振

国接到侄儿从郑州打来的电话，高

兴地说。

吴振国今年72岁，年轻时经

常患病，家境贫寒。在正阳县像吴

振国这样的失独老人有101人，为

丰富他们的精神和物质生活，正阳

县民政部门牵头，卫健、人社、公安、

乡镇（街道）、村（居）、社工组织、志

愿者组织共同参与，为失独老人献

爱心、送温暖。

目前，全县所有失独老人都享

受每人每月900元失独补贴，对身

体状况较差的，优先安排入住养老

机构，对有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

优先进入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的居

家养老范围。对经济条件较好，重

点在精神慰藉上给予帮助，尽量满

足他们多重复杂的合理需求，提升

他们的幸福感。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

郭秦森 李家骅 桑易辉）“太感谢

了！”4月6日，焦作煤业（集团）白

云煤业有限公司财务人员激动地

说：“真诚地感谢修武县税务局对

我们的支持和帮助。”

3月31日，修武县税务局热线

接听人员接到了一通求助电话，焦

作煤业（集团）白云煤业有限公司

因职工住院，急需补缴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费，但受疫情影响，面临缴

费难题。修武县税务局第一税务

分局负责人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

为该企业排忧解难。

由于社保费标准版系统于4

月1日正式上线，面对陌生的操作

环境，该局工作人员在3月31日提

前加班演练新的社保费标准版系

统，熟悉功能菜单。4月1日上午，

顺利为焦作煤业（集团）白云煤业

有限公司开具社保费缴纳票据，解

决了企业缴费难题。

正阳县
失独老人不缺爱

修武县税务局
精准解决企业缴费难

菜不愁卖了有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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