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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郑法魁）8

月17日，记者在鄢陵鹤鸣湖风景区看到，百

草丰茂的护城河里水鸟成群，野鸭在水光潋

滟的鹤鸣湖畔嬉戏，四通八达的水系边花木

葱郁。

据了解，随着新城区锦绣路中轴线的打

通，人民路西延、翠薇路、翠柳路、花城大道、

市民中心、花博公园、漆井社区拆迁和许扶

运河等一批重大民生项目的实施，鄢陵这个

以绿色闻名的平原花乡，变得更加精致而浪

漫，和谐而温馨。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鄢陵全县生产

总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工业用电量、建

筑业产值等多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均居许

昌市第一，经济社会综合考评历史性跃升为

许昌市第一。

2021年以来，鄢陵县以项目为王，以实

干为先，笃定前行，全县经济社会综合实力

实现了由跟跑、并跑向逐步领跑迈进的关键

性跨越和历史性转变，全县发展环境、经济

结构、体制机制、干部作风发生系统性重塑，

并呈现出由“量”到“质”、由“形”到“势”的根

本性转变，党群干部“闯”的精神更强、“创”

的劲头更足、“干”的作风更实。

河南冀物再生资源企业有限公司是落

户鄢陵的第一家中国500强企业。这家企

业从招商到落地，用了两个月的时间。“简直

难以想象，我们没想到项目能进展得这么顺

利，这里的营商环境太好了，我们投资来对

了地方！”提起当时企业落户鄢陵时的情形，

该公司负责人刘放感慨地说。

项目两个月迅速落地，背后与鄢陵提供

的“保姆式”服务息息相关。鄢陵加大改革

制度系统集成，持续扩大“一网通办”和“最

多跑一次”的覆盖面，开展营商环境大评比，

整治政风顽疾通病，着力打造资金通、信息

通、市场通、配套通、物流通、人才通、技术

通、服务通、创新创业平台，承诺并实践企业

成长之初做“保姆”、发展之中做“导师”、成

熟之后做“保安”。

为更好地服务企业，鄢陵设立了专项工

作组，实行县级领导分片督导制和“驻厂员”

派驻制，严格按照网格化管理，通过树立一种

敢抓敢管、敢作敢为、敢闯敢试的新状态，誓

为鄢陵营商环境打造一块闪亮的金字招牌。

“在鄢陵县，凡是干扰项目攻坚的行为

都要坚决遏制、凡是制约项目工作的因素都

要坚决清除、凡是破坏项目攻坚的环境都要

坚决转变、凡是阻碍项目攻坚的干部坚决处

理。”鄢陵县委书记李东岭表示，四个“凡

是”、四个“坚决”，是制度、是规章，更是誓言

和宣言。

目前，鄢陵县曾经在纸面上的蓝图，正

变为扎扎实实的行动，化作实实在在的成

果，蓬勃向上、全面起势的崭新面貌蕴蓄起

支撑鄢陵高质量发展的雄厚底气。

经济社会综合考评历史性跃升为许昌市第一

鄢陵县蓝图变现实愿景成实景
□本报记者 李萌萌 通讯员 汪丽娜周彬彬

“把自家院整理得舒适妥当，还能获颗卫生

星，一颗星能兑换10度电，老百姓哪有不乐意

的呢！”8月 18日，淇县高村镇万古村村民肖香

连正在摆弄院子里开得正艳的两株月季，提起

村庄的变化，她直夸“好”！

白墙黛瓦、院落整齐，荷塘霁园垂柳蓬茸，

牡丹园风光旖旎，这就是如今淇县高村镇万古

村村民的生活环境，而这得益于响应“头雁计

划”回归任村党支部书记的杨继华。他在村里

创新开展了“党建+村规民约”活动，用“小”制

度改变“大”环境，以乡风文明建设助推乡村振

兴，效果显著。

为争创“五星”支部，今年 8月，万古村在

原有村规民约的基础上，又新增一项奖励机

制，设置了“十星户”，分别为新风星、致富星、

环保星、学习星、公益星、卫生星、勤俭星、和睦

星、诚信星、守法星。该村在每月的党支部主

题党日开展“一月一星”评比活动，邀请老党

员、网格员、群众代表对村内小组家庭开展星

级评比，同时落实星级奖励机制，一颗星可获

得村集体奖励 10度电，既激发了群众得实惠

的创星热情，又让集体经济通过以奖代管的方

式分到村民手里。

“‘党建+村规民约’活动实施以来，村里开

展工作有了章法可依，群众办啥事都要先看看

是不是村规民约同意的。”杨继华笑呵呵地说，

“‘评星奖电’活动彻底激发了全村人的积极性，

让群众获利，村庄也就有了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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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汝阳县城关镇杨庄社区海德家庭农场，洛阳理工
学院河洛耕耘电商助农直播团队大学生在现场直播。该镇种植红
薯一万余亩，眼下红薯已成熟，洛阳理工学院助农直播团队走进农
田，通过电商直播销售红薯，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康红军 摄

本报讯（记者刘婷婷）往年进入 8

月中旬后，在学校开学、双节消费预热

等利好刺激下，面粉消费逐步回暖，粉

价随即步入上涨通道。今年市场形势

如何？是否会带动小麦价格上涨？

8月 18日，省粮食交易物流市场小

麦分析师王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短期来看，学校开学、双节临近，带动

面粉消费有所回暖，将对麦价有一定

的提振效果。据监测显示，截至 8月

17日，我省小麦原粮进厂均价为每斤

1.542 元，较上周上涨 0.13%；面粉出

厂均价为每斤 1.767 元，较上周上涨

0.14%；麸皮出厂价为每斤 1.09元，较

上周上涨0.23%。

王喆分析，今年小麦丰收且质量好

于常年，加之托市收购未启动，饲用替代

需求也随着小麦玉米比价回归被抑制，

市场供需格局较为宽松，这将成为抑制

后市粮价的主要因素。建议持粮主体谨

慎对待行情涨落，合理制定经营策略。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吴
刚华）8月 18日，记者从漯河市水利

局获悉，近时间以来，该局多措并

举、科学调度，千方百计为全市抗旱

保秋提供水源保障。

据悉，该局在积极争取上级应

急抗旱水源井建设资金支持的基础

上，协调澧河上游燕山水库、孤石滩

水库向全市日供水 86万立方米，为

澧河沿岸农田灌溉提供保证，并迅速

启动舞阳县龙泉水源灌溉工程、文吴

干渠和马岗提灌站等水利灌溉设施，

向舞阳县文峰、辛安、保和等 6个乡

镇22万亩农田提供农业灌溉用水。

为保证沙河沿岸农田灌溉，该局

积极协调沙河上游白龟山水库向全市

日供水20万立方米。同时，加强沙河

马湾拦河闸、马湾进洪闸、郾城区新店

沙河引水泵站联合调度，向泥河洼滞洪

区、吴公渠和颍河供水，满足泥河洼10

万亩农田和沿河乡镇农田灌溉用水。

漯河市水利局局长赵力伟表示，

目前正在利用召陵区汾河水系工程，从

沙河日调水8万立方米，满足汾河、黑

河沿线农田农业灌溉用水；挖掘源汇区

唐河现有水源，打开左右岸排灌水闸，

为周边乡镇农田浇灌提供水源支持。

本报讯 为扎实推进“两个确立”主题

教育，传承红色基因，守牢廉洁底线，近日，

获嘉县法院组织干警到“河南省廉政教育

基地”照镜镇楼村开展党风廉政教育。

在楼村，干警们参观了廉政勤政教

育展馆，详细了解楼村发展史和许福卿

带领群众艰苦奋斗、脱贫致富的先进事

迹。许福卿为干警讲授廉政教育党课，

大家近距离感受了他数十年践行为民

宗旨的心路历程。

获嘉县法院负责人强调，一要坚决

做到忠诚履职。学习许福卿的实干精

神，不断提升审判执行质效，积极营造

良好的营商环境，全力服务全县中心工

作。二要扎实做好司法为民。学习许

福卿的为民情怀，时刻践行为人民服务

的根本宗旨，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

平正义就在身边。三要严格执行廉洁

自律。学习许福卿的严以律己，切实做

到克己奉公、公正司法，坚决筑牢拒腐

防变的思想防线。 （桑鹏）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通讯员杨锡
冰）8月 16日，商城县举行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行政奖励资金发放仪式，对全县

2019年~2021年期间新取得市级以上

示范社、示范家庭农场、龙头企业以及

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的41家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进行奖励，共计发放行政奖励

资金109万元。

据了解，近年来，商城县秉持“乡村

振兴，产业先行，主体带动”的理念，把

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推进

农业产业化、带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手段，为推动县域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助力乡村振兴

发展注入了强劲新动能。

截至目前，全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达3297家，其中龙头企业21家、合作社

1878家、家庭农场1398家。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乔新
强万朝峰）“没想到现在在镇里也能办理

这件事了，这下不但节约了10多块钱的

路费，也节省了大半天时间呢。”8月 15

日，在鲁山县张官营镇便民服务中心，前

来办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姓名变更业务

的该镇黄庵村村民毛梦杰高兴地说。

原来，毛梦杰当初在缴纳养老保险

时，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把他的名字写

成了“毛梦洁”，但名字变更也很费事，按

惯例得带着各种证件到县城的行政大厅

办理。当天，毛梦杰只是在镇便民服务

中心填写了一份表格，留下了一张身份

证复印件，就完成了姓名变更业务。

今年春节过后，鲁山县行政服务大

厅依据上级有关要求，梳理出下沉乡

（镇）政务服务事项154项、村（社区）服

务事项33项，派出专业技术人员，深入

全县 25个乡镇和 555个村（社区）进行

业务指导，让广大群众节约了交通成本

和时间，受到了广泛好评。

廉政教育“培根铸魂”获嘉县法院

漯河市加强水源调度全力抗旱保秋

张梦瑶把梦里“诗画田园”搬进小镇
□本报记者 尹小剑 文/图

“这里原来是闲置的空地，不能简

单地搞绿化、搞硬化，要在保持乡村原

有风貌的基础上，打造一些方便群众

休憩的口袋公园，同时挖掘‘忠厚传

家、诗书继世’等独具特色的文化元素

点缀上去……”8月 8日，谈及已经打

造好的新县吴陈河镇马鞍村忠厚湾

组，新县副县长、吴陈河镇党委书记张

梦瑶如是说。

张梦瑶，作为墩苗干部，2021年

10月到新县吴陈河镇任职。

“一上任，她便迅速进入角色，紧

扣市委、市政府和县委、县政府的决策

部署，察镇情、明民意、解难题、办实

事，尤其在人居环境整治上，努力交出

让党和人民满意的‘吴陈河答卷’。”该

镇纪委书记任红飞说。

诗画田园绘上墙

吴陈河镇是新县县城西北部 19

公里处的一个美丽小镇，先后获得国

家级生态镇、国家级卫生镇、国家级园

林镇荣誉称号，是信阳市的乡村振兴

示范区，也是河南省首批“美丽小镇”。

初到这里，张梦瑶就被这儿的美

丽风光吸引住了。

“青山碧水，村幽溪静。”张梦瑶

说，她在被这里美景陶醉的同时，也发

现了一个问题，“小镇的人居环境品质

不高、规划不优，还需要好好琢磨打

造。”

她要为小镇换上一件新的“外

衣”！

张梦瑶开始走访调研，20多天，

她走遍了小镇所有村庄，踏遍了小镇

的山山水水。慢慢地，小镇该有的模

样，在她心里渐渐清晰。

“以‘回归原乡’为理念，以‘美好

生活看信阳诗画田园吴陈河’为目标，

全力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张梦瑶说，

人居环境整治要坚持因地制宜，突出

“一村一景”，打造出一道道既有清丽

山水、又有净美人居，既有田园诗意、

又有乡愁古韵的美丽风景。

“比如，马鞍村忠厚湾组人居环

境整治，张梦瑶借用以前的人脉资

源，聘请信阳中城科泽设计院的专家

团队，专门对忠厚湾整体风貌进行规

划设计。”吴陈河镇党委副书记刘磊

说。

马鞍村党支部书记孔垂胜告诉记

者：“为了村子美观，她从市农林学院

协调来几名实习学生，让他们在群众

房屋墙上彩绘山水画，但那几天因为

下雨，再加上疫情原因，学生不能到

来，没画完的墙画成了半拉子。张书

记一着急，就自己拿起画笔画起来，而

且画得很好！”

（下转第二版)

吴陈河镇，地处新县西北

部，青山碧水，景色诱人，以民

俗文化园、家庭农场、中药材

种植、香菇等产业而著称，先

后被评为国家级卫生镇、国家

级园林镇、中州名镇、河南省

文明村镇，是信阳市的乡村振

兴示范区，也是河南省首批

“美丽小镇”。

目前，吴陈河镇正加大人

居环境整治力度，发展特色产

业，依托大别山“两好”学院培

训乡村振兴人才，打造驻村第

一书记直播间，丰富文化内涵。

““美丽小镇美丽小镇””吴陈河吴陈河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刘天
鹏）8月 16日一大早，西平县出山镇

牛昌村的四五名村民提着水桶往村

委会的直饮水机走去，刷卡、按下取

水按钮，经过过滤净化的纯净水喷涌

而出，不到一分钟，30升的水桶就装

满了清冽的纯净水。

“真是没想到，能在村里喝上纯

净水，原来都是孙子孙女放暑假回

来，俺才会去镇上弄两桶，现在村里

有了直饮水机，再也不用掂着水桶去

镇上了。”村民王保民笑着说，“生活

条件越来越好，跟城里没啥不一样，

洗菜用家里的自来水，喝茶来这里接

纯净水，日子很舒坦。”

“我们这次订购了两台直饮水

机，分别放在村委大院门口和文化广

场，是经过村民议事会表决，利用村

集体经济收入在城里汇丰水处理设

备公司订购的。”该村党支部书记王

强说，“他们一直有扶持村里的政策，

不仅能买到跟市面上同等品质的产

品，价格还能便宜20%左右，很划算，

现在群众都很高兴。”

西平县牛昌村村民喝上了纯净水

据新华社沈阳8月18日电

在新时代东北振兴上展现更大担当和
作为 奋力开创辽宁振兴发展新局面

习近平在辽宁考察时强调

标题新闻

商城县重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109109万元万元！！

鲁山县便民服务事项下沉到乡村187187项项！！
张梦瑶重拾绘画技艺，装扮美丽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