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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任学
军）在农业园区建个大棚、接上水电就能
改成住宅对外出售？对此，荥阳坚决说

“不”。9月 29日以来，荥阳在全市范围
内集中开展“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
行动，对这种占用耕地、直接在耕地上违
法违规建设非农设施，在农业大棚内违
法违规占用耕地建设商品住宅等情况进
行全面排查，对 29家“大棚房”企业铁腕
整治。截至 10月 9日，已清理整治 9736
平方米。

近几年，“大棚房”的蔓延，已经触及
农地保护红线。为全面清理和严肃查处

农业大棚改建“大棚房”等违法占地行
为，依法规范农用地管理，坚决遏制农地
非农化乱象，荥阳从 9月至 12月在全市
范围内集中开展“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
整治行动。为确保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取
得实效，荥阳市成立以市长为组长，市农
委、国土、纪检监察、督查、公安、发改、财
政、住建、规划、林业、水务、旅游、扶贫、
供电等部门及乡镇、街道主要负责人为
成员的“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
工作领导小组。

9月 29日开始，对“大棚房”及农地
非农化进行排查，坚持按照“县不漏乡、

乡不漏村、村不漏组、组不漏地”标准，逢
园必入、逢棚必进、逢棚必查，逐个入园
入棚现场核查，登记造册，建立问题台
账，共排查出涉嫌违法违规“大棚房”建
设的企业有 29 家，问题大棚 189 个、问
题“耳房”593个。

坚持边排查边整改，荥阳问题大棚
目前已整改到位 135个，问题“耳房”已
整改到位 570个。荥阳市相关负责人介
绍，从 10月 12日至 11月 30日，该市将
进入集中整治阶段，集中开展问题查处、
整治整改和问责追责。从 12 月 1 日至
12月 20日进入建章立制阶段，完善政策

规定，规范监管机制，建立问题巡查台
账，对设施类型、建设规模、作物种类、项
目来源等逐一建档立卡，促进设施农业
健康发展。

为确保“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
行动取得实效，荥阳将此项工作纳入市
委、市政府大督查范畴，对问题严重、整
改不到位以及弄虚作假、整治工作推进
不力的进行通报批评。同时，在集中开
展专项行动期间，荥阳还设立举报电话，
建立举报制度，接受群众举报，涉嫌违法
违纪的移交纪委监察部门依规依纪进行
处理。

遏制农地非农化乱象

荥阳清理整治“大棚房”

“裴书记没事就到俺家来，不是给我
打水扫地，就是给我添衣置物。他平时爱
在村里转悠，哪家都去，见啥管啥。”新密
市袁庄乡槐阴寺村贫困户刘桂风嘴中说
的“见啥管啥”的裴书记，叫裴耀东，是新
密市畜牧局驻槐阴寺村第一书记。

2017 年 4 月，裴耀东被派驻到袁庄
乡槐阴寺村担任第一书记，他决定从走访
群众开始，白天行走在田间地头，晚上穿
梭于坡地院落，与群众拉家常、交朋友，短
短1个月，他走访了全村53户 218口贫困
户和 86户 292 口非贫困户，为的就是充
分了解村情村况，然后因户施策，以看得

见、摸得着的行动真心诚意为群众办实
事、办好事。

“我这腿是早年车祸留下的毛病，当
时腿部严重骨折，司机肇事逃逸，家里穷，
父母东拼西凑才给我做了腿部钢板植入，
但谁知道取钢板还需要几万块。”走访中，
裴耀东发现村民陈晓蕾才30岁出头却成
了贫困户，因为腿部钢板无法从事长期工
作，一家四口生活过得紧紧巴巴。得知缘
由后，裴耀东立即通过个人关系联系到新
密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那段时间，裴耀东
踏破了医院的门槛，功夫不负有心人，院
方同意手术并免除所有费用。现在的陈

晓蕾，腿部恢复如常人，在一家建筑公司
里找到了固定工作，生活美满幸福。

王青杰是村里出了名的光棍汉，性格
孤僻，难以亲近，安贫乐贫思想严重，裴耀
东暗下决心要把他这块冰给焐化了。他
得空儿就找王青杰谈心，慢慢地，光棍汉
打开了心扉。王青杰家里的 3间房子破
旧不堪、摇摇欲坠，于是裴耀东积极争取
单位支持，筹措3万资金为王青杰整修了
房屋，还筹募近2万元爱心款为他添置家
具。住进崭新亮堂的屋子里，王青杰感慨
万千：“现在家也有了，我要是再不干，就
真说不过去了！”现在的王青杰重拾十年

前的泥瓦匠功夫，跟随建筑队打工，每月
有了4000元的固定收入。

槐阴寺村支书陈全有遇人就说：“农
产品销售难，裴书记就找来农牧公司签订
销售协议，养蜂遇到技术难题，裴书记就
邀请专家上门答疑解惑，他喜欢管事，也
总把事情管到底，跟俺们不是亲人却胜似
亲人。”

“槐阴寺空气清新、林木丰茂，我们计
划引进资金3亿元开发旅游，建设养老中
心，等这些项目落地实施后，村民人均收
入可以翻两番……”裴耀东指着远处的山
头，充满信心。 朱海鑫

村民心中的“亲人”书记

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王晓慧）十月金秋，丹桂飘香。10
月 8 日~10 月 11 日，第五届中国
嵩山国际孝文化节暨第十五届全
国 十 佳 孝 贤 颁 奖 大 会 在 登 封 举
行。海外华侨华裔、港澳台同胞
等社会各界人士共 500 余人参加
颁奖大会。

10 月 10 日上午，在颁奖大会
上，本届评出的来自北京的王书
信、来自天津的付云水和河南的

“网红书记”薛荣等 10名孝贤模范
及 其 他 孝 贤 家 庭 和 单 位 受 到 表
彰。来自全国的近千名孝贤楷模、
慈善家、企业家及部分热心孝贤文
化的海外人士齐聚嵩山脚下见证

这一时刻。
据了解，多年来，登封广泛开

展尊老爱幼“当代孝贤”、寻找“登
封好人”等活动，通过大力弘扬倡
导孝贤文化，在全社会形成了讲孝
道、举贤明的良好道德氛围。

自 2004 年 10 月开始，由中国
文化书院、嵩山大法王寺等 12 家
单位共同发起组织评选全国十佳
孝贤活动，目前已经在嵩山地区
形成独特的孝道文化，也是国内
较有影响力的民间版孝贤模范评
选活动。本届孝贤文化节还举办
了孝贤戏曲展演、孝道论坛、孝贤
事迹展、参观孝贤碑林、祈福法会
等活动。

中国嵩山国际孝文化节暨
全国十佳孝贤颁奖会登封举行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 通讯员
穆文涛）记者从昨日召开的上街区
招商引资工作推进会上获悉，今年
前八个月，上街区引进优质项目 35
个，签约总额124亿元。

今年以来，上街区坚持把招商
引资和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工作的重
中之重，重新修订招商引资考核办
法，实行县处级领导、局委、镇办捆
绑招商，全力以赴上项目，千方百计
争投资。1~8月份，该区引进红星
盾构重点实验室、普洛斯产业园、中
原科创产业园、中关村 e谷（郑州）
众创空间、通航中央商务区、风之翼
轻型运行飞机制造等一批优质项目
35个，签约总额124.05亿元，其中5
亿元以上项目 9个、签约总额 74.2

亿元。
与此同时，上街区还大力开展

盘活企业闲置资产专项行动，利用
企业闲置土地、厂房和楼宇引进项
目。1~9月份，盘活企业闲置资产
45.5万平方米，签约青岛国恩科技、
新骏电机等项目100个。

下一步，上街区将在更新招商
理念、招大引强择优、创新招商方
式、打牢招商基础、加强招商宣传、
狠抓招商项目服务、优化营商环境
等方面下功夫，用真心、动真劲、下
真功，全面掀起招商引资新高潮，
为建设“和谐美丽、智慧低碳、创新
求实、开放包容”的现代化城区和
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做出应有
贡献。

上街区今年前八个月
引进优质项目35个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乔蒙丹 于舒琪）近日，二七区永康
路建成通车。永康路作为今年要
建成通车的重点市政道路，北起双
铁路，南至盛嘉路，长 734米，宽 20
米，建设投资 1855万元，属滨河花
园安置区重要配套道路。

随着标识标线等附属工程施

工完成，标志着永康路正式建成通
车。通车后的永康路可与大顺路、
盛达路形成路网，进一步完善滨河
花园安置区域路网结构，有效解决
滨河花园安置区居民出行及水、
电、气、暖等市政基础设施配套问
题，同时推动了道路沿线两侧及周
边的土地进一步开发利用。

二七区永康路建成通车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李
红彬）记者昨日从新密市煤炭局获
悉，10月 8日起，新密市组织省内
知名专业安全管理机构对全部煤
炭企业开展体检式安全隐患排查，
目前已排查12家。

新密市现有煤矿55家，复工复
产煤矿 35家。为树立安全发展理
念，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
煤矿安全生产，新密市政府出资90
多万元，公开招聘第三方安全生产
服务机构，排查煤炭企业安全隐
患。据了解，第三方专家体检式隐

患排查治理，是由政府购买服务，
专家查找隐患，企业落实整改，部
门依法监督的检查模式，也是破解
政府监管力量不足与安全生产监
管任务日益加重矛盾的有效途径。

新密市负责人表示，隐患排查
治理工作既是安全管理工作，也是
专业性很强的技术工作，实施第三
方专家体检式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工作，既能有效解决专业人员不
足、隐患查不出、问题找不到等问
题，又能提升和深化煤矿隐患排查
治理水平，确保煤矿安全生产。

新密聘请
第三方机构排查煤矿安全

今年 58岁的市民赵献礼，原
来是一位郑州铁路局客运段的列
车员，同时也是一位奇石收藏爱
好者。20多年来，他一直利用跑
车的便利，火车所到之处，他就拎
着一个编织袋到山间河道寻找石
头，收藏奇石多达上万块，并做了
一桌“石头宴”，让人啧啧称奇。

昨日中午，记者在郑新路铁
道口一处储存室内，有幸目睹了
赵献礼从 2004年开始到如今，历
时14年收集来的一桌170多盘的

“石头宴”，让人大呼过瘾。据了
解，老赵收藏的部分奇石被印成
多套邮票发行，其中一套 16枚的

站台票现仍在郑州、洛阳等地车
站使用。他爱石成痴，家中捡拾
回来的石头到处都是，对他来说，
这些冷冰冰、硬邦邦的石头，都是
有灵性的。

为了寻找奇石，他随着列车
跑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列车终
点站的山川河流里都留下了他的
足迹。“我从 20 年前爱上奇石以
来，把收集奇石当成生命中的一
部分。到一个新的地方，我背上
背包，就去山脚下或河滩里找奇
石，每次都背一包回来。找到自
己喜欢的，爱不释手地把玩，我从
几万块里，集了这一桌石头宴。”

“石头宴”
本报记者 郑磊 通讯员 岳永溆 文/图

新密人在行动脱贫攻坚脱贫攻坚

本报讯（记者谢庆 通讯员 吕云婕 文/
图）在海拔 1100 多米的巩义新中镇教练坑
村蔬菜种植基地，二十多名当地村民不停地
忙碌着，熟练地采摘当季番茄，村委主任李
得朋掩饰不住喜悦地说：“今天差不多能摘
3000斤番茄，按1块一斤能卖近3000块。”

教练坑村是省级脱贫村，有着海拔高，
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空气质量好的有
利环境和地理优势，李得朋凭借多年的蔬菜
种植和批发销售的经验，带领群众发展高山
蔬菜种植。

从考察项目和市场到筹措资金，从流转
农民土地到种上菜苗，只用了短短一个月时

间。资金都是村两委干部和驻村干部一点
一点集起来的，以每亩 1000元流转 40余亩
土地。目前，番茄、黄瓜、豆角、西葫芦等蔬
菜相继成熟，在采摘期间每天至少有 15到
20名当地群众在此务工，村里还安排两名弱
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在基地务工，每个人都在
蔬菜基地挣了2000多元。

蔬菜基地目前经营形势良好，优质产品
得到市场认可，销售供不应求，不但使村集
体有了经济收入，也给当地群众解决了务工
问题。下一步，教练坑村谋划着再流转一些
土地扩大种植规模，让当地群众自发从事蔬
菜种植，形成规模，促进山区群众脱贫致富。

高山蔬菜种植拓宽脱贫路子

日 前 ，在
二七区建华社
区新时代文明
实 践 站 活 动
室，30 余名爱
好烹饪的社区
居民兴致盎然
地参加了社区
科普大学第二
课堂手工制作
花卷课程。

本报记者
刘玉娟 摄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苏亚亚 )秋冬季节是大气污染防
治的关键季节。惠济区古荥镇全
员动员，多措并举，强力开展大气
污 染 防 治 工 作 ，力 争 全 面 打 赢
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
战。

加强道路扬尘控制。镇政府
加大人力、物力、财力投入，购置新
型机械化清扫设备，对镇域范围内
的主次干道采取人机结合冲洗、机
械化清扫、精细化保洁、洒水喷雾
降尘的作业模式，尽最大努力控制
道路扬尘污染。

全面开展“清洁家园”活动。
全镇组织机关干部、村组干部、志
愿者等300余人，每周两次集中开
展“清洁家园”集中行动，对辖区道
路沿线、绿化带边、隔离栏下等易
积存尘土的部位加大清扫除尘力
度，确保尘土、落叶、白色垃圾等不

滞留。
强化建筑工地扬尘综合整

治。随着古荥大运河文化区建设
的整体推进，镇域范围内建筑工
地、市政工地增多，建筑工地扬尘
污染防治成为大气污染防治的重
中之重。镇政府采取强力措施，对
辖区各类施工工地强化管理，要求
各工地开工前必须做到“六个到
位”，施工过程中必须做到“八个百
分之百”，施工现场必须做到“两个
禁止”。同时加大夜间巡查力度，
实时督查施工扬尘污染整治情况。

做好露天烧烤管控。联合区
执法中队，坚持实行 24小时值班
制，每天安排专人对镇域范围内
的夜市、烧烤等店铺开展日常巡
查，及时处置违规行为。同时加
强对露天焚烧垃圾、焚烧秸秆等
行为的监督管理，严格控制燃煤
炉灶使用。 他 们 不 会 唱 歌 ，也 不 会 跳

舞，而他们所做的事情却让人刮
目 相 看 。 他 们 自 发 成 立 了 一 支

“夕阳红”义务巡逻队，他们的平
均 年 龄 都 已 经 69 岁 了 ，但 主 动
当起了小区院里的“大管家”，更
有 意 思 的 是 他 们 中 大 多 数 都 是
夫妻。

这个温馨的画面就呈现在杜
岭街道办事处的烟草院社区第一
网格内。

早上，天刚亮，市民新村北街 1
号院第一网格的曾欣阿姨像往常
一样带着他们的巡逻队员又开始
新一天的巡逻。今年已经 63岁的
曾阿姨是巡逻队的队长，院里所发
生的无论大事或小事都逃不出他
们的“火眼金睛”。院门口拦截共
享单车、院里面巡查“飞线”充电、
楼栋里检查小广告、制止乱丢生活
或建筑垃圾等，都是他们的“管辖”

范围。
无独有偶，同院的刘玉萍阿

姨夫妇两口也是巡逻队的一员，
她在这里也住了几十年了。刘阿
姨告诉记者，以前小区用三个字
形容那就是“脏、乱、差”，居民看
在眼里，急在心里，现在小区面貌
焕然一新，更让人感觉很舒心。
但 是 一 些 不 文 明 的 现 象 时 有 发
生，这是我们的家园，我们当然不
能视而不见，袖手旁观。就这样，
一支美丽的“夕阳红”义务巡逻队
应运而生。

就在前两天，巡逻队队长、63
岁的曾欣阿姨还向社区党支部正
式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她是这样
深情告白的：入党是我一直以来
的梦想。咱社区党支部平时做了
很多工作，他们的付出我们都看
在眼里，记在心里，所以，我也要申
请入党。

古荥镇打好秋冬季
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义务巡逻队小区“大管家”
本报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冉晓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