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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下午，走进平顶山市新华

区香山街道筹备组边庄村，水泥村道干

净整洁，房前屋后绿树成荫，村口凉亭

古朴雅致，三五村民围坐一起，纳凉闲

聊。

在一碧如洗的蓝天映衬下，景在村

中、村融景中、人居画中，小村庄别具诗

情画意。

“生态宜人，生活惬意，城里人来了

都羡慕！”聊起村里的变化，边庄村村民

赵松志兴奋得连语速都变快了，“村里

修建了休闲广场游园，增添了多彩文化

墙，改造后的水泥路直通家门口，村民

们平时耕地种菜、附近打工，晚饭后散

步遛弯、唱歌跳舞，大家不再‘皱眉头、

扭鼻头’，而是‘直点头、乐悠悠’，现在

许多在外买房的村民也选择回来住

了。”

然而，过去村上的环境并非如此。

赵松志回忆道：“每天拉煤的车子轰隆

隆开过，轧过的村道坑坑洼洼，煤尘满

天飞，树叶上蒙着一层灰，绿树都变了

颜色。遇到下雨天，车辆驶过，稍不小

心就溅一身泥水。”

A
新华区作为平顶山市的主城区，属

于老矿区，辖区大部分农村集中于北部

矿区，周边煤场、渣场、料场较多，煤堆

乱放、垃圾乱倒、污水横流等脏乱差现

象随处可见，综合环境较差。

乡村要发展，环境是底色。自

2018年起，新华区委、区政府将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第一仗，大力实施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

动（2021年~2025年），并列入全区工

作重点，成立了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

行动领导小组及工作专班，由区委书记

任组长、区长任第一副组长；制订出台

方案及任务分工方案，以项目化、事项

化、清单化确定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

目标和各阶段任务，确保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落到实处。同时，制定定期考

评观摩排名制度，采取周暗访、月考评、

季观摩奖惩的督导机制，每日公布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动态，将补齐短板与重点

提升相结合、集中攻坚与全面整治相结

合，通过找问题、抓整改、明方向，有计

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开展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

其中，由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牵

头，统领涉农部门及乡村振兴等相关职

能单位，多方筹措整治资金和项目，创

新多元投资机制，加大奖补资金扶持

力度，三年间累计投入7000余万元（其

中政府投资5000余万元），以各个村庄

为重点，大力治理“六乱”，开展“六清”，

按下净化、绿化、亮化、美化“美颜键”，

对周边的500多亩废弃煤场、渣场、采

石场进行试点绿化，采取挂牌植树、全

民义务植树、帮扶联建等，实现补绿增

绿，拓展国土绿化新格局；改善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新建改扩建通村公路 30

公里，1.15万名群众饮水问题得到有效

解决，农村户厕无害化改造9364座，累

计清理垃圾堆 4716处、坑塘 46个，整

治乱搭乱建171处，清理残垣断壁162

处，整治“空心院”50个，整治规范集镇

市场 8个，栽植绿化树 16395棵，使各

村村容村貌明显改善。

新华区共有9个街道、1个镇、1个

街道筹备组，31个建制村中涉农村有23

个。该区结合实际，分类实施，对基础条

件较好的村，按照“净化、绿化、美化、有

特色、有效果”示范标准带动提升；对基

础条件一般的村，按照“三清一改一绿

化”基本标准全面整治；对群众即将搬

迁、基础条件差的村，则实施“圈地”整治

整体搬迁，稳步提升农村人居环境。

该区三年补短板的成效值得一说：

在区、镇（街道）、村（社区）干部群众的

共同努力下，先后打造出古韵刘沟、神

韵龙门口、孝善校尉营、大美胡庄、绿都

场坊、花海郭庄等一批有亮点、有特色

的美丽乡村，创建国家级、省级示范村

3个，入选平顶山市“十大美丽乡村”和

市级示范村13个，实现了“一村美”到

“村村美”的华丽转变。

B
每天早上7点，边庄村党员何庚辰

就会准时出现在村大路西第四排街道，

他一手拿扫帚，一手拿簸箕，将所包区

域清扫一遍，并把清扫出的垃圾倒进路

边的垃圾桶里。

农村人居环境，三分建设，七分管

护。据该村党支部书记王军芳介绍，边

庄村在全市率先设立党员示范岗，采取

“党员就近、义务分包”原则，对村水面、

路面、坡面、墙面和房前屋后、绿化带等

精细化整治工作定岗、定人，建立常态

长效管护机制。边庄村的创新做法，吸

引区内外多个村前来考察取经。

“道路修缮了，村子变美了，我们的

心里也亮堂了。”走进新华区西高皇街

道高庄村最美庭院示范户郑亚娟家，作

为女主人的她正忙着打理盆景花卉。

她家小院干净清爽，花卉盆景摆放井井

有条，花红叶绿，令人陶醉。

高庄村在提升乡村治理内涵上求

突破，通过持续开展“红黑榜”“美丽庭

院”评选活动，创新推行“七户包保”人

居环境管理制度等，以评促整、以整促

洁、以洁促美，激发内生动力，让群众成

为人居环境整治的主要参与者、最大受

益者。西高皇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朱玉

轻说：“村民现在都深深明白，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不是整给别人看的，受益者和

评判者都是村民自己。”

村庄环境美了，村民在家门口创业

的劲头足了，美丽乡村建设更是带动了

产业振兴。焦店镇郏山阳村是昔日的

落后村，如今经过整治，“摇身一变”成

了全国乡村治理先进村，许多外出创业

能人、乡贤纷纷选择返乡创业，发展农

家乐、客栈等农旅经营项目，一起在好

风景里找寻着好日子。

C
落一子而全盘活。新华区依托农

村人居环境的提升，全力打造美丽乡

村，同时通盘系统考量，将乡村发展规

划、产业布局、富民增收等“植”入其中，

充分挖掘各村潜在价值，鼓励将周边土

地流转利用起来，建立观光型、庄园型、

休闲型生态农业。

如今，在新华区城郊乡村中，美丽

宜居的生态环境顺应了“留住乡愁”的

期盼，文明和谐的乡风乡情为农村发展

凝聚起“精气神”，村民脸上的笑容也越

来越多了。

2020年 12月 27日，新华区在“大

国智慧、中国样板”暨“新时代·中国美

丽城市、美丽乡村”评选活动中荣膺“新

时代·中国乡村振兴示范城区”称号，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案例获评

“全国乡村振兴案例特等奖”，并在“中

国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巡礼暨2020中

国文旅和网红经济融合发展峰会”上发

表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促进城乡融

合发展》主旨演讲，面向全国分享推介

新华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城乡融

合发展的经验做法。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重大任务，也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基本要求。我们以创建美丽宜居

乡村为目标，真抓实干，压紧压实主体责

任，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制度化、常态

化、长效化。”新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党组书记、局长韩占伟说，下一步，将改

善提升人居环境质量，以农村垃圾治理、

污水治理为重点，全力攻坚、多措并举，

动员社会各方力量，扎实推进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更上一层楼，不断提升广

大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平顶山市新华区

改善人居环境 乡村焕发新颜

“塌陷了一年多的路面终于修复

了，我们不仅可以和以前一样娱乐，而

且也不用绕道而行了。感谢市委第二

巡察组的同志，给老百姓办了一件实

事！”近日，笔者在汝州市骑岭乡范集村

走访时，一村民激动地说。

8月 8日，汝州市委第二巡察组在

对骑岭乡范集村进行巡察时发现，由于

该村文化广场的部分下水管道破损，污

水长期无法排出，造成地面塌陷，极大

地影响了群众出行和文化广场使用。

对此问题，巡察组高度重视，立即与骑

岭乡党委、范集村“两委”沟通，并下发

了立行立改问题交办件。此后，范集村

“两委”牵头，筹措资金 4万余元，于 8

月 11 日组织人员对塌陷地面进行整

修，更换了新的下水管道，重新铺设了

35厘米厚的水泥地面。经过5天不懈

努力，600平方米塌陷地面、25米损毁

下水道得到了修缮，赢得了群众一片赞

誉。

“把群众当家人而不是旁人、当自

己人而不是外人，多一些换位思考，勇

于反思自己的责任是否落实到位，敢于

担当，直面和解决群众反映最迫切的问

题，才能架起与群众心灵相通的桥梁。”

汝州市委第二巡察组组长徐雅敏说。

（郭鹏飞高亚锋）

塌陷的路面修复了

随着郑州市城市建设的深入推

进，一个个主题鲜明、功能丰富的街

角花园焕颜亮相，让市民在家门口就

能享受大自然的乐趣。根据2022年

郑州市郑东新区全年新增绿地建设

任务目标，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通过

充分利用城市空间的“金角银边”以

及高品质的游园设计，建设街角花

园，既改善了城市面貌，又为市民提

供了集健身、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家

门口”花园。

在郑东新区龙子湖中心岛内，由

中道西路、慎思南里路、修业街围合

而成的锦棠园于近期正式建成，面积

约 5400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乔灌

木种植约300株、地被种植约3700平

方米、园路广场铺装、景观照明、灌

溉、微地形、城市家具等。锦棠园是

郑东新区这座智慧之城的花园缩影，

它以打造龙子湖内开放互动的文化

公园、生态休闲的城市花园为主题，

以生态绿地为基础，以贴梗海棠种植

为特色，充分利用闲置土地资源，在

原有的一片黄土上建设出绚丽锦绣

的效果。

据了解，截至8月底，郑东新区已

实际完成新增绿化面积约85万平方

米，建成开放公园游园7个。（李宁）

为防止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营

造稳定的安全生产环境，连日来，郑

州市郑东新区杨桥办事处开展了安

全生产大排查活动，对辖区超市、加

油站、农业企业等人员密集场所的消

防设施、用电安全进行全方位排查。

一是高度重视，科学部署。杨桥

办事处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专题会议，

针对近期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分析研

判。二是部门联动，加强排查。各行政

村、各单位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落实

主体责任，应急办、消防中心等多部门

联合开展安全大排查，把隐患消灭在

萌芽状态。三是加强宣传，提高意

识。通过发放知识手册、张贴宣传海

报等多种形式，宣传消防安全、防灾减

灾等知识，不断提高群众的安全意识。

据介绍，下一步，杨桥办事处将

强化责任落实，继续深化措施，以“一

万”的努力杜绝“万一”的发生，全力

以赴维护辖区安全稳定大局，不断提

高群众幸福感和安全感。（郭志伟）

郑州市郑东新区重塑街角花园扮靓市民生活

郑州市郑东新区杨桥办事处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

本报讯 （记者刘景华 通讯员梁
有才）9月 21日，在渑池县仰韶镇西

天坛村村民梁保丰家的打谷机前，开

着大车小车来给谷子脱粒的农民排

成了长队，大家有说有笑，喜上眉

梢。为啥？今年的新小米价格每公

斤又比去年提高了1元。

渑池县地处豫西浅山丘陵地区，

光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非常适宜

谷子的生长。

谷子收割后经过加工就成为小

米。

渑池县种植谷子，已有几千年的

历史。所产小米米粒饱满，色黄如

金，米油丰富，黏性强，入口甘醇，清

香宜人，回味悠长，叫作“金谷”。由

“金谷”加工的小米在清朝时曾进贡

朝廷，称之为“贡米”。

经试验，用渑池所产小米煮的粥

黏度大，香气浓郁，适口性好，冷却后

可揭两层以上的粥皮。目前，渑池县

的谷子种植范围遍布10多个乡镇的

150多个村，种植面积近2万亩。

由于渑池小米营养丰富，市场供

不应求，当地小米价格基本稳定在每

公斤13元左右，卖到外地的商场、超

市，价格更高。当地农民通过算账对

比，发现种植谷子效益非常可观，亩

收入比种植其他农作物高出一倍。

因此，近年来进一步扩大了谷子的种

植面积。

过去农民种谷子不太重视新品

种的选择，现在他们尝到种谷子的甜

头后，把优良品种的使用和科学管理

放在重要位置。在仰韶镇后涧村采

访，记者看到一位大嫂正在晾晒谷

子，上前询问今年的谷子收成情况，

她笑嘻嘻地说：“今年我家种的3亩谷

子打了 1300多公斤，碾成小米能卖

一万块钱吧，比种别的东西强。”

村里一位叫杨希松的村民，去年

种植 10 亩新品种谷子，收入 3 万多

元，连他自己都感到有点意外。

收获季节，记者走访了渑池县的

仁村、洪阳、仰韶等多个乡镇，随处可

见农民收割、脱粒、晾晒谷子和销售

小米的场景。因为今年的新小米非

常抢手，记者看到很多外地客户进村

入户，以每公斤 14元的价格收购小

米，这让农民非常开心。

本报讯 （记者黄华 通讯员张伟
郑富生）9月 21日，驻马店市驿城区

城市管理局在城区范围内组织开展

疫情防控流动宣传工作，让执法车变

身疫情防控流动宣传车，全方位开展

疫情防控宣传引导工作，科学宣传疫

情防控常识。

当天清晨，世纪广场门前，该局

50余名执法队员整齐列队，30辆执

法车严阵以待。

经过简单部署后，30辆执法车变

身疫情防控流动宣传车深入主城区大

街小巷开展疫情防控流动宣传工作，小

喇叭不停地播放防疫政策和防护知识，

把疫情防控信息传播到每一个角落，汇

集起群防群控的强大力量。同时，呼吁

广大市民群众积极配合做好当前疫情

防控工作，按时参加区域核酸检测、扫

场所码等，劝导大家戴口罩、不聚集，做

好个人防护，全力营造“科学防控、人人

有责”的疫情防控氛围。

该局利用流动宣传车的优势，让

疫情防控声音“响起来”、疫情防控措

施“动起来”，让疫情防控知识“声入

人心”，打通了疫情防控宣传“最后一

公里”。

近日，南召县人民法院
院长吴运广（右二）到基层
法庭调研解纷止争工作开
展情况。为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该院全面加强
重大风险防范化解工作，营
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庆朝李鹏 摄

9月19日，在新蔡县宋岗乡曾营村千亩瓜蒌基地，村民正在管理即将成熟的瓜蒌。
近年来，该村大力推广特色农业种植，持续扩大瓜蒌种植规模，通过吸纳群众参与基地生
产和种植管理，助力农民增收致富。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杨琳琳 摄

渑池县

小米价格涨 农民收入高

驻马店市驿城区

执法车变身疫情防控宣传车

庆丰收 迎盛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