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阳春四月的午后，走进荥阳市
高村乡李山移民新村，宽敞干净的
水泥路穿村而过，农家小院整洁干
净，活泼生动的墙绘点缀其中……

李山移民新村于 2010 年 8 月
由南阳市淅川县上集镇迁入，共
194户 824人，辖四个村民组，总占
地947亩，其中村庄占地103亩，耕
地 844亩。近年来，李山村做好移
民村的发展定位，大力推进李山村
特色旅游观光建设，助农增收致
富，昔日的小“渔”村如今实现了华
丽的蜕变。

李山村发挥移民村独特的资
源和地理位置优势，大力发展丹江
特色餐饮业，围绕“吃”这一产业，
探索回报率高、稳定性强的发展模
式。目前，全村共有农家餐馆 14
家，日均接待 500 余人，节假日期
间，日均接待最高可达 2000 人。
同时积极推进土地流转工作，与河
南一鸣生态园签订流转协议，流转

面积 150亩，种植各种优质林果 80
亩；建成温室大棚13座，进行草莓、
火龙果、葡萄等种植项目，使村民
的收益大大超过了传统种植业，如
今李山村人均年收入达到了近2万
元。

在发展产业让群众富起来的同
时，李山村大力推进“乡村林果化、
宅间林荫化、庭院花园化”示范点建
设 ，让 村 子 美 起 来 。 利 用“ 四
旁”——宅旁、水旁、路旁、村旁等空
间资源，见缝插绿、应绿尽绿，将乡
村林果化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相结
合，在拆除的违建空地、整理出的垃
圾堆积地等场所栽植优质林果木，
不断改善环境卫生，美化居住环境，
打造自然淳朴的乡村风貌。

如今，李山村开窗见花、出门
见绿、抬头见果、处处见林的景观
效果已经初显，走出一条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的乡村振
兴新路径。

小“渔”村的华丽蜕变
本报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蒋士勋 王婷 文/图

又到了吃槐花的季节，不
少市民驾车到郊区、村头寻觅
槐花。19日上午，新郑市新村
镇牌坊庄村驻村工作队组织举
办了本村首届槐花节暨美丽乡
村一日游活动，吸引了不少市
民前来体验。

活动现场，游客纷纷拿起
竹竿，挑拣槐花开得最适宜的
枝丫钩掉，笑语盈盈地撸起了
槐花，还不时往嘴里塞上一把
说：“这槐花好香，好清甜啊，多
撸些带回去给亲戚朋友分着
吃。”最后，大家还到农家乐品
尝了丰盛的“槐花宴”，村民们
精心制作的槐花包子、槐花烙
饼等菜品，让游客赞不绝口。

据悉，牌坊庄村位于新郑
北 15公里处，属于集体经济薄

弱村，脱贫攻坚巩固成果关键
村，也是团市委定点帮扶村，团
市委驻村工作队进驻后，了解
到受疫情影响，今年村里的农
产品严重滞销，给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带来极大困难，为帮助
村民打开销路，尽可能减少损
失，坚定扩大再生产的信心，团
市委驻村工作队积极创新、不
断探索，挖掘培育乡村旅游，旨
在彻底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问
题，为农户谋出路、谋实惠，助
农增产增收。近期，牌坊庄村
30 亩槐花竞开，香飘十里，为
了充分展示原生态自然风光的
魅力，驻村工作队举办了本次
牌坊庄首届槐花节，也代表着
牌坊庄村乡村旅游从零起步正
式开启。

撸槐花吃槐花
这个村里槐花开得正好

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 通讯员 霍然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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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 同行防疫有我 卫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林红 通讯员
李盼）昨日，记者从郑东新区管委会了解
到，便利蜂河南区域总部、锋尚文化创意
产业园2个项目成功签约落户，通过项目
引进，郑东新区在智慧化智能化项目、新
业态新经济产业方面迈出新的步伐，培育
新消费热点，为东部“强”起来增添动能。

据了解，郑东新区重点项目网络签约
活动采用“主会场+分会场”形式，运用“视
频会议+网络直播”连线外地客商实现签
约。北京便利蜂连锁商业有限公司是一
家以科技创新为先导的、科技部认定的独
角兽企业，是国内头部便利店品牌，已在
京津冀、长三角等地开业超过1500家 24
小时直营连锁便利店。此次便利蜂设立

河南区域总部将以郑州为中心，加快在河
南的布局，通过线上 APP和线下门店为
用户提供一站式购物服务，自动订货、智
能陈列、自动促销，实现门店运营自动化，
为消费者提供千店千面的体验。

北京锋尚世纪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曾成功打造了杭州G20峰会大型水上
情景表演交响音乐会《最忆是杭州》文艺
演出，黄河国家文化主题公园及其附属功
能区整体策划项目等。此次签约将在郑东
新区建设以锋尚演艺学院为核心的创新型
文化产业研发基地——锋尚文化创意产
业科技研发中心，并将公司文化旅游板块
移至郑州，致力建设创意孵化基地，培育
具有商业属性的文化演艺网红新地标。

本报讯（记者 王译博）日前，郑
州经开区与河南投资集团战略合作
签约仪式在经开区举行。

签约仪式上，双方表示，此次郑
州经开区与河南投资集团合作签
约，就是要进一步提升双方合作的
深度和广度，充分发挥河南投资集
团的资本、管理和平台优势，郑州经
开区的产业基础、投资政策、平台载
体等资源优势，围绕产业园区开发、
物流枢纽平台建设、新兴产业培育
等方面开展全面性、系统性、深入性
合作。

引入中关村产业资源，在滨河
国际新城共同打造产业园区，导入

科技研发、先进制造、生命科学、互
联网大数据等优质项目推动优质产
业集聚。

立足于河南省物流枢纽建设，
推进郑州公路港项目，打造现代物
流生态链，促进河南省物流业转型
升级。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
推动新型研发机构、创新型企业、科
技公共服务平台项目等落地。

加强金融资本合作，共同设立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基金。

郑州经开区作为河南投资集团
重点产业项目的承载地，将为我省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全省战略
新兴产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两大项目签约
落户郑东新区

经开区合作引入
中关村产业资源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张
凯）近日，二七区爱卫办结合当前的疫
情防控形势和“全城清洁”行动，组织火
车站地区管委会等相关单位，在全区范
围内组织实施了以长途客运车站、窗口
地区、集贸市场、“六小”行业以及城乡
接合部为重点的环境卫生集中整治活
动，助推全区爱国卫生月系列活动深入
开展。

在火车站东广场，爱国卫生月主题
宣传展板、宣传条幅吸引了过往旅客和
市民驻足浏览。区爱卫办组织人员为

过往群众发放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知识
折页、郑州市民健康手册、城乡居民健
康素养读本、爱国卫生月活动倡议书等
宣传品800余份，市场发展中心火车站
地区分中心工作人员为市民群众讲解
购买、食用野生动物的危害，教育市民
向不卫生不文明的饮食陋习宣战。

在长途汽车中心站，该站工作人员
对旅客候车室、发车区、卫生间、垃圾收
集容器及周边等区域卫生死角进行集
中清理，并实施病媒生物集中消杀和预
防性防疫消毒，确保了整个站区环境干

净、整洁、有序。火车站地区食药部门
组织人员走进中心站周边“六小”门店，
督促指导经营者加强店面卫生整治的
同时，重点做好病媒生物防制工作，完
善防制设施，合理安全用药，有序实施
病媒生物消杀，为过往旅客和市民提供
一个安全、舒心的就餐环境。

火车站地区管委会，一马路、铭功
路街道办事处对金林市场周边三个单
位辖区接合部区域市容环境卫生进行
了联合集中整治。与此同时，全区其他
乡镇、街道办事处（管委会）按照既定工

作安排，围绕辖区车站、窗口地区、集贸
市场、“六小”行业、城乡接合部等重点
整治区域开展“全城清洁”行动，共组织
集中行动点39个。

据介绍，作为全区爱国卫生月活
动第三周的工作重点，全区重点区域
环境卫生集中整治活动先后对火车
站、长途汽车中心站、长途客运总站、
郑州汽车南站及周边区域实施了集中
整治；累计整治辖区集贸市场 28 个，

“六小”门店 1065 家，累计参与人员
1.35万人。

二七区实施重点区域卫生整治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
员 连晓青）为进一步巩固提升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成效，适应逐步
恢复城市正常运转的要求，4月
17日，中原区秦岭路街道组织机
关、社区（村）、公共单位、物业公
司、沿街商户等力量，组成志愿
者服务队，持续开展“全城清洁”
行动，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工作

“两手抓”，战“疫”治污两不误。
行动中，全体志愿者均按照

要求做好自身防护措施，保持适
当的距离，分头行动。清理楼院

垃圾、堆积杂物和小广告，为群众
营造整洁优美的生活环境。同
时，志愿服务队以此次开展“全城
清洁”为契机，同步进行健康知识
宣传教育，积极引导群众增强文
明意识和卫生意识，自觉维护环
境卫生。

秦岭路街道负责人表示，将
持续整合辖区资源，凝聚服务合
力，以分片包干、全域覆盖的方式，
不断深化“全城清洁”行动，助力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努力提升市
容市貌，让居民生活变得更美好。

“全城清洁”常态化
战“疫”治污两不误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王
湛勋 文/图）昨日，凤凰台街道办事处
开展“全城清洁”行动，为正在开展的
爱国卫生月锦上添花。

当天上午，金水区爱卫办、团区
委、区工会、区妇联等单位的职工齐
聚凤台路百合花园小区和熊耳河沿
线，组织开展“全城清洁”行动，同时
参加行动的还有凤凰台办事处辖区
河南省检察院机关党委、郑州市特警
支队党支部党员志愿者共计
150余人。

上 午 8 点

30分，清洁行动正式开始，大家统一穿
着“红马甲”，拿着扫把、铁锹等清洁工
具，分头行动，对楼院卫生死角、河渠
沿线进行清理。团区委、区工会和区
妇联组织 30 名巾帼志愿者参与清洁
行动，她们身穿“红马甲”在居民楼院、
河渠沿线开展捡烟头、捡纸屑、捡垃圾
活动，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行动现场，区爱卫办和凤凰台
办事处通过展板、发放宣传资料对

辖区居民进行爱国卫生月和
爱国卫生运动知识的

宣传。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
讯员 刘玉凤 倪永真 文/图）4
月 19 日上午，惠济区长兴路
街道南阳寨村周边一派热闹
景象，惠济区爱卫办、长兴路
街道组织机关党员干部、村组
（社区）工作者、环卫工人以及
爱国卫生志愿者 140余人，在
这里拉开了“惠济区爱国卫生
运动环境卫生集中大整治”活
动的序幕。

今年4月份是第32个爱国
卫生月，长兴路街道统筹部署，
开展以交通秩序、征迁工地卫
生死角、建筑工地垃圾清运、市

政道路卫生保洁、河道沟渠环
境卫生、铁路沿线卫生环境六
项整治为内容的“爱国卫生运
动环境卫生集中大整治行动”，
利用一个月时间，让辖区环境
卫生状况得到彻底的改观。

上午 8时，工作人员和大
型机械、劳动工具已全部到
位，各专班工作小组按照分
工，齐头并进，围绕铁路沿线
环境卫生治理、南阳寨村环境
卫生治理、福利院路及周边道
路交通治理、五龙口明沟河面
漂浮物治理、征迁工地和建筑
工地 6 项短板弱项开展高标

准、高质量环境卫生整治工
作。南阳寨村周边多为征迁
待建工地，垃圾偷倒积存较
多，大家铆足了干劲，徒手搬
运废弃砖块、捡拾枯枝杂叶、
搬运废弃杂物、清理建筑垃
圾、平整征迁工地、覆盖防尘
网……虽然天气有点儿热，但
是大家依旧干得热火朝天。

此次集中整治活动，清除
四害病源滋生地 20 处、消除
卫生死角 65 处、清理乱涂乱
画乱张贴 200余处、清运建筑
和生活垃圾约 240立方米，整
治乱停乱放车辆60余辆。

部门联手扮靓“凤凰”

开展环境大整治共享美好新家园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贝 宁 蔡彦玲 文/图）中牟县森林公
安局民警马凯、宋红杰17日在韩寺
镇大李庄村巡逻过程中接到群众

报警称，在一家农户蔬菜大棚里发
现一只像狐狸的动物，请求救助，
民警接警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到达现场后，民警经过查看，发
现笼子里的动物嘴巴尖尖的、眼睛
圆圆的、身体毛茸茸的，狐狸不像狐
狸，狗又不像狗。民警将其带回单
位并买来火腿肠喂食。经过与市林
业局野生动物救护站联系辨认，确
定该动物学名叫貉子，是人们常说
的一丘之貉的“貉”，属于国家“三
有”保护动物，主要分布在东北和西
南地区，多栖息于河流、草原和靠近
河流、溪流、湖泊的草原地带和丛林
中，取食小鸟、鱼、蛙、蛇、昆虫等，也
食浆果等植物性食料；白天一般藏
匿于洞穴中，夜间会出来活动，所以
人们很少见到它。

目前，民警已将这只貉安全送
到郑州市林业局野生动物救护站
寄养。

一貉落难警民救助

为进一步改善社区的环境面貌，昨日，管城区紫辰社区联合
紫南阳光家园开展了以“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绿色家园”为主题的
清洁家园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记者 刘玉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