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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人居环境 幸福美丽乡村
□本报记者 李林 本报通讯员 毛彦磊

改善人居环境是打赢乡村振兴这
场硬仗的关键。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开展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行动。2018年中央农村工
作会议强调，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要由点到面全面推开，取得实质性进
展。国家、省、市相继出台了三年行动
方案，分年度梯次推进工作。

2018 年 3 月 1 日，中牟县出台了
《中牟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
案》，明确了垃圾治理、环境净化、村容
美化、户容洁化 4大工作重点和加强领
导、严格考核、加大投入、营造氛围 4大
措施，明确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宏观
方向和方针政策。

通过三年的不懈努力，中牟县圆满
完成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安排
部署的各项工作，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
善，天蓝、水绿、村美、民富令广大人民
群众生活满意度和获得感稳步提高。

农村人居环境改善，中牟由此迎来诸
多高光时刻。“2020年，中牟县荣获全国
‘最美生态文化旅游名县’称号，中牟县雁
鸣湖镇入选河南省第一批‘美丽小镇’，中
牟姚家镇老八庄村被评为‘全国文明村’！”
中牟县农委主任乔松伟热情洋溢地介绍。

多措并举改善人居环境

2018年—2020年，中牟县分别制
定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年度工作要点，
围绕“实施三大革命、实现一个提升”，
全面改善乡村人居环境。

实施垃圾治理革命。中牟县不断
探索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开展方式与监
管方法。全县所有规划保留村全部纳
入农村全域保洁项目范围，常态化、制
度化开展村庄清洁行动，“村收集、镇转
运、县处理”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体系
逐步完善，改善了县域内47.6万农村人
口的居住环境，基本实现农村生活垃圾
治理全覆盖。该县顺利通过河南省农
村垃圾治理达标验收，大孟镇、姚家镇、
官渡镇通过 2019年国家卫生乡镇（县
城）省级技术评审。

实施污水治理革命。中牟县农村生
活污水项目采用“EPC+O”模式实施（即
设计、采购、施工和运维一体化模式）。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污水处理管网系统、
终端处理系统、智慧平台系统、入户系统
等4个系统。其中，为确保项目建设发挥
成效，在入户系统中增加了农户厕所便
器安装，确保污水全收集、全处理。2017
年以来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村庄144
个，截至目前，全部开工建设，开工率
100%；累计完成治理村庄137个，完成
率 95%；已通水运行村庄 85个。力争
2021年年底基本实现污水治理全覆盖。

实施户厕改造革命。中牟县按照
“试点先行、分步实施、梯次推进”的工作
原则，以示范户带动示范街，以示范街带
动示范村，以示范村带动示范镇，扎实推
进农村户用厕所改造工作。同时，在改
造过程中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建设

相结合，同步推进户厕改造，使整个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项目形成闭环，最大限度
发挥项目效益。截至目前，中牟县累计
完成水冲式厕所改造46629户。力争到
2021年年底实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村
庄水冲式厕所改造全覆盖。

提升村容村貌管理水平。编制完
成《中牟县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和《中牟
县村庄发展建设导则》，加强乡村建筑
风貌引导。以“千村示范、万村整治”为
载体，三年累计建成“四美乡村”省级示
范村 22个，市级美丽乡村 3个，乡村振
兴县级示范村4个，在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上率先行动，做出示范，创造经验。
三年间建成农村道路144公里，完成饮
水安全 6.5万户，新建（改扩建）农村学
校17所，建成三级三类便民服务中心7
个，推动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尽量
让群众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

探索创新打造美丽乡村

中牟县将 2020年作为“扎扎实实
整环境、干干净净迎小康”专题活动年，
持续开展村庄清洁行动和人居环境整
治“百日大会战”活动，拓展“三清一改”
内容，立足“清”，突出清理死角盲区，由

“清脏”向“治乱”拓展，由村庄面上清洁
向屋内庭院清洁、村庄周边清洁拓展，
广泛发动群众，清理私搭乱建、乱堆乱
放，拆除残垣断壁，把村庄公共空间和
庭院环境整治好，提升村庄公共环境，
进一步完善长效保洁机制，推动村庄清
洁行动持续长久，圆满完成人居环境整
治三年行动计划安排部署的各项工作。

该县积极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
治”行动，以实现环境美、田园美、村庄
美、庭院美为目标，大力开展垃圾、污

水、厕所治理和绿化、美化行动，统筹推
进城乡接合部综合整治，实现乡村环境
改造全覆盖、整治水平再提升，为全县
农民群众提供舒适优美的生活环境。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是人居环境综合
整治的基础，该县以农村全域保洁项目
为基础，进一步巩固提升农村生活垃圾
收运处理市场化运作模式，落实好督导
考核和检查激励措施，强化县、乡两级管
理。推行农村全域保洁社会化服务，实
现村庄清洁行动常态化、制度化和持续
化，村庄整治率达95%以上，探索的农业
生产垃圾无害化、资源化利用模式获得
省市肯定，公众满意度大幅提升。

积极开展垃圾就地分类，实施源头
减量试点，官渡镇作为全县首批农村生
活垃圾分类示范镇，积极推进试点工
作，探索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
法。2020年全力整治改善一批示范和
亮点村庄，每个乡（镇、街道）打造 1条
干净、整洁、有序的人居环境精品线路，
新培育“四美乡村”省级示范村12个。

同时，全县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设施短板不断补齐，农村人居环境水
平逐步提升，广大农民群众生活满意度
和获得感稳步提高。乡风文明程度不断
提升。全县55%以上的行政村和80%以
上的乡镇达到县级以上文明村镇标准，
90%以上的村完成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工
作，培育选树县级文明家庭300户。

洁净有序百姓安居乐业

“如今村中坑塘里的垃圾没了、暴
露垃圾没有了、杂草丛生的现象也没
了，垃圾日产日清，镇区、村道、联村路
都干干净净。乡村美了，心情也跟着舒
畅了。”谈起身边环境的变化，姚家镇村
民马彦明乐得合不拢嘴。

2020年是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三年行动的收官之年,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目标的实现之年。实施村庄清洁行
动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具体行动,而
村庄干净整洁是小康社会的基本要求。

为了一改乡村环境的脏乱差面貌，
中牟县采取了多种措施。以垃圾清理
为例，就探索出具有中牟特色的农村垃
圾收运模式。

“在县农委的指导和支持下，我们
围绕镇企共建、村企共治的目标，结合
在其他区域农村环卫工作的经验，探索
实施点面结合、灵活机动的分散式农村
垃圾收集、中转和运输模式，投资建设
了 12个移动式垃圾中转站，分别设置
在运距较远的乡镇，满载后由大型钩臂
式运输车将移动中转箱体运至垃圾焚
烧发电厂。”负责中牟农村全域保洁社
会化服务的新安洁公司中牟项目负责
人李绵勇说。

据介绍，为了找到中牟县农村垃圾
收运的最佳方案，新安洁公司同时在距
离垃圾焚烧发电厂较近的乡镇实施传统
的直运模式。这种创新与传统相结合
的垃圾运输模式，为探索最佳的农村垃
圾收运方式进行着有益的比较。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中牟县农村垃
圾的产生特点和现状，新安洁公司推广
实施了“公交站点式”垃圾日产日清收
运模式，即将垃圾桶集中摆放在靠近村
外公路的地方，根据村庄大小设置若干
处集中摆放点，公司垃圾收运车每天定
时定点巡回收集，达到了垃圾日产日清
的标准，同时，还减少了村内的污染源。

与此同时，中牟农村全域实施保洁
社会化服务以来，对区域环境达标提出
了“三无、一规范、一眼净”和“八净八
无”的高标准，做到村内及周边无污水
横流、无杂物挡道，日常生产生活物品
堆放规范有序，目击范围内干净整洁，
就连街心公园、公共厕所、墙体线杆及
房前屋后和田间地头也要做到清扫保
洁和垃圾清运全部到位。

“2021年，我县将以乡村振兴为统
领，坚持“山水林田湖路村”综合整治，
以美丽乡村和美丽田园建设为重点，以
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强力推进生活垃
圾、污水和旱厕“三个清零”，深入探索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路径，
走出一条具有平原地区特色、中牟特色
的乡村振兴之路。”中牟县委副书记李
晓亮在采访中清晰地描绘了明年中牟
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工作重点。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后，中牟县村村
面貌焕然一新，以人民的需要为一切行
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美丽乡村成为
中原大地上生动温馨的风景线！

中牟美丽乡村

●● ●● ●●

生活垃圾收运作业 村庄人居环境集中整治

河南省驻马店市ZMDY-2020-21号、ZMDY-2020-22号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公告
驻自然资出让告字〔2020〕119号

经驻马店市人民政府批准，以拍
卖 方 式 出 让 ZMDY-2020-21 号 、
ZMDY-2020-22号宗地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宗地的基本情况及
相关要求详见：《拍卖出让须知》及相
关出让文件；实际出让面积以实测面
积为准：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申请
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在驻马店市中心城区内，有欠缴
土地出让金等行为的用地单位和个人
不得参与宗地竞买活动。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

让在互联网上交易，登录方式：输入
（http//www.zmdggzy.gov.cn/TP-
Front/），进入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河南省·驻马店市）页面，点击土地交
易登录窗口，查看出让宗地信息或参
与竞买活动。凡在驻马店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办理数字证书，按要求足额
交纳竞买保证金并取得该宗地《竞买

保证金到账确认书》的申请人，均可参
加网上拍卖出让活动。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
上拍卖出让按照报价最高且不低于底
价的原则确定为竞得入选人。

四、申请人可于公告期2020年 12
月 30日至 2021年 1月 19日前登录驻
马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上交易系
统，浏览或下载《拍卖出让须知》及相
关出让文件，并按上述文件规定的操
作程序参加网上竞买。

本次网上拍卖出让竞买保证金到
账截止时间为 2021年 1月 19日 17时
（竞买保证金须按网上交易系统生成
的保证金账号交纳）。报名截止时间
为2021年 1月 19日 17时。

ZMDY-2020-21 号宗地拍卖限

时竞价时间定于：2021年 1月 20日 9
时。ZMDY-2020-22号宗地拍卖限
时竞价时间定于：2021年 1月 20日 9
时 30分。

五、本次招拍挂出让公告在中国
土地市场网、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河南省·驻马店市）、《河南日报》、河
南日报客户端、大河网、大河客户端同
时发布。

六、本次招拍挂出让公告信息、时
间、内容等不一致的，以全国公共资源交
易平台（河南省·驻马店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网上交易系统发布的信息为准。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网上拍卖有关时间及其他事

项如有变动，以网上交易系统发布的
通知为准。

（二）拍卖出让活动结束后 3个工
作日内，竞得入选人需提交网上竞得
入选人证明和出让文件要求的相关资
料进行资格审查。经审查无误后将竞
得入选人确定为竞得人并签订成交确
认书。不符合要求的，竞得结果无效，
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八、联系方式：
出让人联系人：闫先生
电话0396-2915007
承办方联系人：律女士
电话：0396-2609233
数字证书联系人：张先生
电话：17838648654

驻马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驻马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 12月30日

宗地编号

ZMDY-2020-21号

ZMDY-2020-22号

备注：ZMDY-2020-21号、ZMDY-2020-22号宗地其他规划条件及相关要求按照驻自然资函〔2019〕32号、驻自然资函〔2020〕163号执行。

宗地

位置

团结路与薄
山路交叉口

东南侧

驿城大道与
团结路交叉
口西南角

用地面积

（m2）

28195.09

26524.09

土地
用途

城镇
住宅
用地

城镇
住宅
用地

出让

年限

（年）

70

70

容积率

1.6-3.2

1.6-3.2

建筑

密度

(%)

≤22

≤22

建筑

限高

(米)

80

80

绿地
率
(% )

≥
35

≥
35

出让起始
价（万元/

亩）

290

290

竞价增幅

（万元/亩）

2

2

竞买保证
金

（万元）

2453

2309

西华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拍卖公告
西华县网拍（2020）12、13号

经西华县人民政府批准，西华县
自然资源局决定以网上拍卖方式分批
出让以下二（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并指定西华县自然资源局组
织实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
指标要求

二、竞买申请条件和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

自然人和其他组织，符合网上出让公
告或出让须知中明确的资格条件，均
可参加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拍卖活动。

三、确定竞得入选人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

卖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入
选人。

（1）地块如果未设底价的，报价最

高者即为竞得入选人。
（2）地块如果设有底价的，报价最

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即为竞得入选人。
四、报名及保证金截止时间
XH2020-15 号地块 [西华网拍

（2020）12 号公告]：竞买申请人可在
2020年12月22日至2021年1月11日
登录周口市公共资源交易系统（网址：
http://www.zkggzyjy.gov.cn）（以

下简称交易系统），提交申请。竞买保
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21年 1月 11
日 16时。

XH2020-14 号地块 [西华网拍
（2020）13 号公告]：竞买申请人可在
2020 年 12 月 23 日至 2021 年 1月 12
日 登 录 交 易 系 统（网 址 ：http://
www.zkggzyjy.gov.cn），提 交 申
请。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
2021年 1月 12日 16时。

五、拍卖时间及网址
拍卖报价时间以周口市公共资源

交易系统时间为准。
拍卖网址：周口市公共资源交易

系统（网址：http://www.zkggzyjy.
gov.cn）。

六、出让资料获取方式

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
要求，见拍卖出让须知及其他出让文
件。拍卖出让须知及其他出让文件可
从网上交易系统查看和打印。

七、资格审查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出

让实行竞得入选人资格后审制度，即
竞买申请人在网上交易系统按规定递
交竞买申请并按时足额交纳了竞买保
证金后，可以在交易系统上自行查询，
确认其竞买资格。出让人只对网上交
易的竞得入选人进行资格审查。如因
竞得入选人的资格审查未通过，造成
本次出让地块不成交的，由竞得入选
人自行承当相应责任。

八、风险提示
竞买人应该谨慎报价，报价一经

提交，不得修改或者撤回。网上拍卖
开始后，方可参加限时竞价。

操作系统请使用 Win10、Win7；
浏览器请使用 IE10、IE11，其他操作
系统与浏览器可能会影响您正常参
与网上交易活动。数字证书驱动请
到交易系统网站下载中心下载，并正
确安装。请竞买人在竞买前仔细检
查好自己电脑的运行环境，并先到网
上交易模拟系统练习，以免影响您的
报价、竞价。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394-2293516

15138394410
联系人：杜亚飞

西华县自然资源局
2020年 12月23日

具体以规划部门出具的规划指标为准，详见《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

序
号

1

2

公告编号

西华网拍
（2020）12号

西华网拍
（2020）13号

地块编号

XH2020-15

XH2020-14

地块位置

华翔路北侧
经四路西侧

002乡道北
S213西侧

地块面积
（平方米）

49238.88
(73.86亩)

2207.72
（3.31亩）

土地
用途

工业
用地

商业
金融
用地

容积率

1.0≤
容积率

容积率
≤1.0

建筑密度
（建筑系数）

≥40%

≤30%

绿地率

≤15%

≥40%

出让
年限

50
年

40
年

有无
底价

无

无

起始价
（万元）

1500

200

保证金
（万元）

1500

200

今年以来，信阳光山县公安局商
务中心区派出所根据县公安局的统一
安排部署，立足辖区实际，通过“警企
联创”的方式，积极推进智慧安防小区
建设。该派出所多次向商务中心区管
委会汇报，将智慧安防小区建设纳入
平安建设考核，科学部署，统筹规划。
组织辖区各小区物业负责人通过召开
会议、交流座谈、实地参观等方式，学
习交流创建智慧安防小区先进经验，

动员各小区通过搭建集门禁、人脸、车
禁、视频监控于一体的智慧安防小区
管控系统，打造“数据赋能、动态管控”
的小区管理模式；分类推进智慧安防
创建工作，针对配备有物业公司的 8
家小区，结合小区实际，督促开发商或
小区业主限期完成创建工作；对 6家
无物业公司的老旧小区、三无小区，争
取政府资金支持的同时，联合居委会
干部、治安积极分子自筹资金，积极开

展创建；针对新建居民小区，坚持顶层
设计，要求按示范性标准一次性完成
智慧小区创建工作。为加强对此项工
作的跟踪问效，派出所明确专人负责，
对创建工作效果明显的项目负责人、
业主通报表扬，对行动迟缓、工作落实
不力的负责人进行约谈。目前已建成
标准性智慧安防小区 5个，有效提升
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切实提高了居
民安全感、满意度。 （蔡济东）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精神，适应全会对纪检监察工作出提出
的新的更高要求，近日，中牟县刁家乡
纪委组织全体纪检监察干部对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进行了深入的学
习。一是多种形式学，促进学习成效。
通过传达全会精神、组织集中学习、个
人自学、利用学习强国平台线上学习等
多种学习形式，将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落实到每一名纪检监察干

部。二是学习全会精神，提振纪检监察
干部精气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
精神实质，提振了全乡纪检监察干部的
精气神，自觉用铁的纪律做到“两个维
护”，把党的决策部署与纪检监察职能
结合起来，持续推进刁家乡风清气正的
政治生态和和谐稳定的社会发展环境。

三是学习与实践相结合，促进纪检
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学习过程中自
觉把自己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把党

的决策部署与纪检监察职能结合起来，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高质量发展。通过
学习，刁家乡全体纪检监察干部对全会
精神的科学性、指导性和前瞻性有了更
明确的认识，刁家乡纪检监察干部纷纷
表示，下一步工作中会将全会精神和实
际工作紧密联系起来，切实将全会精神
融入到日常监督执纪中去，为刁家乡纪
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
份力量。 （田鸿杰）

多措并举 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 统一部署 积极推进智慧安防小区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