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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进行时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进行时

□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李岩梁喆

12月15日，记者在郸城县秋渠乡李

堂村看到，这里房屋错落有致，道路干净

整洁，群众正沿着道路清理垃圾和杂草。

“早上大喇叭就通知出来打扫卫

生，只要能让村里变美，群众都支持。”

正在清除杂草的村民李来宾说。

“为保持卫生清洁有序，村内所有

道路划分责任区，责任到人，所有坑塘

有专人管护，垃圾桶也有专人管护，一

日两清。村‘三委’班子对日常保洁工

作10天一检查，一月一总结，年终评出

优秀保洁员进行奖励。”李堂村党支

部书记李秀才说。

来到靳庄村，干净整洁的街道、

水清景美的坑塘、图文并茂的文化

墙，处处透露着新气象。

“现在村里环境美了，大家也越

来越自觉了，都非常爱护环境。”提及

村里的变化，靳庄村村民郭艳梅说。

李堂村、靳庄村的美丽嬗变是秋

渠乡“治理六乱、开展六清”、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该乡

将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作为乡村振兴的

切入点，积极推动党建引领与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深度融合，形成“支部引领、

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共治氛围，以美

丽宜居的环境为乡村振兴赋能。

该乡按照“扫干净、摆整齐、转运

走、坑塘清、一眼净”工作标准，坚持在

“整治”上下功夫，在“长效”上做文

章。组织干部常态化观摩人居环境卫

生整治工作成效，通过互观互学，激励

先进、鞭策后进。通过“星级文明户”

认领和“最美家庭”评选等活动，引导

群众积极参与卫生保洁，着力构建共

治共享的人居环境整治长效机制。

近期，该乡26个行政村通过集中

整治行动，清理垃圾堆400余处、清理

坑塘90余个、整治乱搭乱建110余处、

清理残垣断壁100余处、整治“空心院”

98个、规范集镇市场3个、整治广告牌

400余个。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提升乡村

治理能力，严格贯彻落实省农村人居

环境集中整治行动电视电话会议精

神，以‘治理六乱、开展六清’为主要内

容，创建‘红黑榜’，落实奖惩制度，充

分调动各村人居环境整治积极性，确

保完成‘净起来、绿起来、亮起来、美起

来’的目标。”秋渠乡乡长王地伟说。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闫秋
辉）在郏县县城老北环路附近，有一家门

头很不起眼的饭店，店名“吊三锅”。走

进去却别有洞天：一个小型饸饹机、一排

卤水特色菜，往里走，是一口特大号的炭

烤缸。

最令人惊叹的是操作间里成排的砂

锅，这些砂锅是专门用来制作郏县饮食六

绝之一“炖三宝”的。

12月10日，记者见到饭店负责人张

大雷时，他正一边忙着招呼客人，一边指

挥店员干活。

在郏县，只要说起“炖三宝”，人们就

会想起“吊三锅”，隐藏在小巷中的这家家

庭式的饭店独具特色，声名远播。据张大

雷介绍，在前不久举行的首届鹰城郏县

“十大美食”评选活动中，他斩获了“十大

名小吃”“十大名菜”“十大名店”三项荣

誉。

张大雷是郏县龙山街道北大街社区

居民，父辈是县城最早做冷饮的。提起为

啥做餐饮，张大雷笑着说，主要是自己“好

吃嘴”，对美食情有独钟。

张大雷年轻时就喜欢研究新菜品，也

经常邀请朋友们来家里品尝。后来，一位

朋友对张大雷说：“大雷，你做的菜这么好

吃，为啥不开家饭店呢？”

1997年，张大雷在县城老北大街北

段一个简陋的民房里开了一家餐馆，主打

菜就是“炖三宝”，主要食材是郏县红牛的

牛尾、牛外腰、牛鞭，深受食客喜爱。

此后因为多人模仿，一时间县城遍地

都是“炖三宝”饭店，为了打造自己的特

色，他中间曾经改名为“炖三补”，配方也

多次经过改良。2001年，张大雷把饭店

搬迁到老北环路，为了打造自己的美食品

牌，正式更名为“吊三锅”饭店。

在饭店发展过程中，张大雷也遭遇过

挫折，但他始终坚持诚信经营，每一道程序

都亲自把关。目前，张大雷的饭店有30多

名员工，人均月收入3000元以上。

作为县人大代表，在致富的同时张大

雷也不忘乡邻，每年都出钱资助贫困学

子；在疫情防控和防汛救灾中，他积极捐

款捐物奉献爱心；社区修路，他也积极筹

资帮助。

“老北环路这一块正在进行提档升

级，打造餐饮特色一条街。以后各个饭店

门口停车就方便了，外地游客来了既能品

尝美食，又能欣赏美景，多好。今后咱争

取把郏县特色美食这张招牌擦得更亮！”

张大雷开心地说。

想吃郏县“炖三宝”，就去老北环的“吊三锅”

□本报记者尹小剑李振阳
通讯员刘创杨宇航

今年以来，新县把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重要内容，在全县深入开展以

“治理六乱、开展六清、实施六大

工程、实现六起来”为主要内容的

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全

力推动全县农村人居环境由干净

整洁向美丽宜居升级。

高速公路出入口是展示城市

形象的窗口，也是新县农村人居

环境集中整治工作中的重点区

域。近日，香山湖管理区抽调精

干力量，对大广高速新县站区域

人居环境开展全覆盖整治，及时

拆除违章建筑，让周边环境焕然

一新，赢得群众一致好评。

“我们香山湖管理区大力开

展人居环境整治，如今村里环境

更美了，大家都非常高兴，这么好

的事，我举双手赞成。”12月 15

日，林冲居委会潘畈组村民乐运

成高兴地说。

箭厂河乡方湾村红色资源丰

富，人居环境综合提升直接关系

到该村的红色旅游发展。

方湾村村“两委”和驻村第一

书记积极组织老党员和村干部围

绕农户房前屋后等区域，对落叶、

杂草、生活杂物等进行清理，消除

“脏、乱、差”；同时组织村锣鼓乐

队，将保护环境常识编成歌谣进

行宣传，提高村民参与环境整治

的积极性。

“通过人居环境整治，我们村

发生了很大改变，道路硬化了，环

境更美了，人的心情也舒畅多了。”

泗店乡大畈村村民余秀莲的一番

话道出了这个毗邻省道的传统村

落村民的心声。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

行动以来，新县全民参与，同频共

振，一处处乡村呈现出新颜值。下

一步，新县还将以农村厕所革命、

生活污水垃圾治理、村容村貌整治

提升为重点，构建系统化、规范化、

长效化的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机制，

让“红、绿、古”资源丰富的新县成

为老区群众宜居宜业的美丽家园。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杨明华

12月12日，走进汝南县常兴镇大田

村，只见楼房林立、道路平坦；路边，路灯

矗立，绿化树挺拔；村口，“四美乡村”宣传

标语赫然在目；农家院里窗明几净；小花

园、小菜园随处可见，一派诗意般的田园

生活。

“以前村里路边到处是秸秆堆、建筑

垃圾，污水横流。”68岁的老党员薛新宽

说。自今年9月起，该镇大力开展农村人

居环境集中整治活动，大田村作为试点

村先行一步。

大田村开展了以“清洁家园、美丽大

田”和创建“五美庭院”为主题的环境综

合整治活动，每个自然村都张贴了“十好

公民标准”“五美庭院示范户标准”“保洁

员管理制度”等，刷上了充满现代气息的

墙体标语，张贴了环境整治彩绘图。党

员带头开展“清垃圾、清柴草、清粪堆、清

院落、清沟渠、清死角”活动。全村整治

废弃房屋11座，修整废弃坑塘3个，新建

和改造卫生间300多个，安装路灯230

盏，3个自然村都新建了小游园，318户

村民在房前屋后建设了“四小园”。

大田村建立了生活垃圾收运体系，在

做到日产日清的同时，还探索出一条“乡贤

治村”的人居环境管护机制，从村“五老”

（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军人和老劳

模）人员中推选热心公益的乡贤参与村庄

治理。

“村里环境越来越好，大家心情也更

舒畅了。”薛新宽说。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

史文生 王亚楠）“叔，咱家门口的

柴火堆还用不？不用了俺现在帮

您清走，用的话尽量堆放整齐，可

不能乱堆乱放占道路啊！”“不用了

不用了，我马上开三轮车运走，天

这么冷，看你们都清理大半天了，

来家里喝点热水。”

近日，在孟州市化工镇横山

村有这样一抹中国红，他们穿梭

在大街小巷，清垃圾、扫污水……

干得热火朝天。这是该镇全员参

与人居环境整治的缩影。

连日来，化工镇以“治理‘六

乱’、开展‘六清’”为主要内容，大

力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

当天下午，该镇主要领导带领全

体班子成员、机关干部参加横山

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活动。活动

现场，大家身着红马甲，有的张贴、

发放倡议书，有的清扫路面，有的

清运路边垃圾，有的清理路边杂

草，村民也积极参与，主动整治各

自房前屋后“六乱”。此次集中整

治，镇、村两级共出动60余人次，

整治村街20余条，清运垃圾10余

车，张贴、发放倡议书300余张。

此外此外，，该镇还积极发挥镇级新该镇还积极发挥镇级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和时代文明实践所和2020个村级新时个村级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作用代文明实践站作用，，成立成立2121支新时支新时

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开展丰富开展丰富

多彩的志愿服务活动多彩的志愿服务活动，，让红马甲让红马甲

““红红””遍大街小巷遍大街小巷。。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乔新强

12月12日，在鲁山县产业聚集区

的电商产业园内，1992年3月出生的石

月月正在指导新员工在电脑上和老外

谈生意。

“我的团队目前有9名员工，其中3

名老员工年薪能拿到10万元以上，新来

的员工月工资在3000元左右。我主要

对外销售服装和家具，一年下来交易额

在50万美元。”快人快语的石月月主动

打开了话匣子。

石月月2006年初中毕业后先是到

郑州一个超市打工，2008年到周口一家

影楼学习摄影，后辗转全省多地婚纱摄

影店当摄影师，2014年回到鲁山一家影

楼做店长。

“虽然在婚纱店也算是个小头头，

但我还是想创业当老板。2018年夏天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听朋友说‘亚马逊’

比较出名，就开始计划从事跨境电商行

业。”石月月说。

当年9月，石月月在“亚马逊”平台

上申请了一个店铺。“我主要做欧洲客户

的生意，老外比较喜欢图案夸张的、有中

国元素的衣服和家具。”石月月说。

石月月招收员工不太注重学历，更

看中的是员工对电商工作的热爱。幸

运的是，最初的3名员工刘冰欣、郑贺

今、赵鹏鹏一直跟着石月月干到现在，如

今成了“元老级”员工，年收入都在10万

元以上。

创业之初，石月月也遇到了不少挫

折。“最初因为不了解平台规则，曾被平台

冻结资金20万元长达5个月，也曾想过

放弃，但又咬咬牙坚持了下来。”石月月

说，2019年11月西方的“购物狂欢季”，

他第一天就卖出去1000多美元的货，当

时自己都感觉不可思议，从此信心大增。

“去年受疫情影响，运输费用增加，

利润减少，但自己还是坚持了下来，现在

很庆幸当初坚持了下来。”石月月说，“做

任何行业都不会一帆风顺，只有自己不

断学习，才不会被淘汰。”

□本报记者李燕通讯员刘景澎甄林

“大娘，您的快递给您放到桌上吧？”

“喂，是李航吗？您的快递到了，现在村

室门口。”……12月12日，睢县邮政分

公司河集邮政所投递员杨志家像往常一

样，忙碌着一天的投递工作。

“你别看他长得五大三粗，工作却极

其细心，他在邮路上跑了32年，和群众

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河集邮政所所长罗

春平说。

32年来，无论是春夏秋冬，在河集

乡的大街小巷，都能看到杨志家的身影。

“干一行、爱一行，只要用心去做，行

行出状元。”杨志家说，作为投递员，不能

局限于完成投递任务，更重要的是要有

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爱心，为用户提

供最优质的服务，才能赢得用户的认可。

为做好贴心服务，杨志家给自己立

下一个制度：“群众的任何邮件，绝不能

在自己手中过夜。”特别是每年高考录取

通知书投递期间，他常常跑夜路，但每当

看到群众接到喜报时的笑容，心里就满

是成就感。目前，杨志家日均派件量

200余件。

32年间，杨志家一共骑坏了6辆自

行车、4辆摩托车、3辆电动三轮车，并成

功创造了“零差错”业绩。

如今，被群众认可的“邮递大哥”杨

志家在收获群众赞誉的同时，也得到了

上级表彰，他相继获得“河南省优秀投递

员”“商丘市优秀投递员”等荣誉称号。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朱志
军 王凯锋）近日，记者从临颍县皇帝庙

乡获悉，该乡以项目为抓手，多措并举破

解村集体收入增加瓶颈，全力推动乡村

集体经济发展。截至目前，该乡今年村

级集体经济收入已达120万元。

据悉，皇帝庙乡制定了村集体经济

发展三年行动计划，鼓励各村利用闲置

厂房等，建设标准厂房、兴办集体企业、

成立农业合作社，依托集体工业园、昌建

园林、绿汇农业等龙头企业，以流转土

地、出租闲置土地、外派村劳务等形式，

推进村实体项目发展。

在此基础上，该乡引导各村利用

林地、荒地、水面等资源，通过有偿转

让、承包、租赁等形式，为项目发展做

好铺垫。商桥村借助商桥景区、杨再

兴祠堂，投入1000万元建设商桥特色

饮食街项目，叫响了乡村游品牌；吴集

村村干部集资领办大蒜产业园项目，

流转土地300亩，培育新品种大蒜，亩

均增收5000元。

为扶持集体经济创收项目，该乡拿

出10万元设立集体经济发展基金，已完

成5个项目建设，年增收10万余元；乡

财政累计安排15万元专项资金，奖补村

级公益事业项目；通过企业结对、单位结

对，全乡8个村共实施帮扶项目11个，

投入资金超过500万元，为经济薄弱村

发展集体经济增收30万元。

此外，该乡还探索实施集体经济评

比考核办法，将人员经费分为乡定补

贴、村定补贴、绩效补贴三大类，其中村

定补贴和绩效补贴同村级集体经济水

平挂钩，调动村干部发展集体经济的积

极性。

本报讯（记者李丽 实习生张君阳）

12月7至8日，在省农科院“现代农业科

技综合示范县”项目支持下，由省农科院

园艺所主办的“辣椒种植技术专题培训

会”在太康县举办，来自太康县及周边辣

椒种植合作社、加工企业和家庭农场的

150余人参加会议。

近年来，省农科院发挥农业科技创

新成果和人才优势，组织实施现代农业

科技示范精品工程，通过院县合作项目，

集成应用一批先进适用技术成果，探索

创建了一批产业化发展新模式，培育了

一批精品示范样板。

此次会议针对辣椒在育苗、种植及

产品加工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开展技术培

训。会上，河南农业职业学院副教授邵

秀丽和中原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段敬杰分别做了题为“朝天椒生产技术

及病虫害防治”和“辣椒浸染性病害的防

治措施”的报告，就辣椒集约化育苗、规

范化栽培及病虫害防治等问题进行详细

阐述，向辣椒种植户“传经送宝”。

“只要让村里变美，群众都支持”

“环境好了，
心情更舒畅了”

“这么好的事，我举双手赞成”

“红马甲”扮靓乡村环境

做跨境电商年创汇50万美元
石月月：庆幸当初坚持下来

32年“零差错”投递员杨志家

临颍县皇帝庙乡

做强产业项目 壮大集体经济

农科专家太康行 传授辣椒种植经

1212月月1515日日，，游客在夏邑县曹集乡彭寨村游玩游客在夏邑县曹集乡彭寨村游玩。。近年来近年来，，该村通过该村通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修复老寨墙修复老寨墙、、寨河寨河、、文昌私塾遗址等文昌私塾遗址等，，全力打造全力打造““江北水乡江北水乡魅力彭寨魅力彭寨”。”。夏天夏天摄摄

12月14日，宝丰县前营乡郭湾村的干群在更换农家院中“粮仓”顶部的稻草。今年7

月，该村利用闲置的院落建起了农家院和蒙古包，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品尝。

本报记者杨远高通讯员张一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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