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丽乡村建设“内外兼修”
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中， 王老庄村既注重改变
村容村貌的“面子工程”，
也注重整治垃圾污水的

“里子工程”， 同时在房前
屋后栽花种果。“内外兼
修”的王老庄村，将亮丽风
景留在普通村民家中。 目
睹了村里发生的喜人变
化， 王老庄人对未来的生

活更加充满信心。
村容村貌有“面子”，

产业支撑有“里子”。“既
然干，就得干好，得想办
法给群众找致富门路。 ”
王老庄村土地肥沃，灌溉
便利，该村支部书记杨天
甫因势利导，带领群众大
力发展蔬菜种植，目前该
村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

“菜篮子”。
王老庄村只是唐河县

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建设美丽乡村的一个缩
影。 在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的过程中， 该县围绕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总体目标，
牢固树立创新、 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
念，对标中央、省、市关于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的
新要求， 持续推进农村道
路畅通、环境净化、乡村绿
化、 村庄亮化、 农村文化

“五大工程”建设，全面整
治农村环境， 加快建设美
丽乡村， 实现农村环境更
整洁、村庄更宜居、生活更
美好、 农民有更多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

■多措并举打造美丽乡村
加大三清力度。 今年以

来，唐河县各乡镇先后清运
积存生活垃圾 670万吨，保
持村庄日常生产生活物品
堆放规范，主要道路两侧干
净整洁，达到了“三无一规
范一眼净”标准。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全
县各乡镇硬化村庄道路 56
公里、修建辅道 67公里，安

装路灯 1200余盏， 铺设道
牙砖、铺设排水管网 156千
米，修建花池 1900余处，栽
植风景树 10万棵， 全面净
化美化了农村环境。

加大资金投入。 今年，
县财政计划列支 4000 万
元用于示范村建设、 精品
线路打造及环境集中整治
奖补， 同时拓宽资金来源

渠道， 强化美丽乡村建设
的资金保障。

建立健全卫生管护长
效机制。实现了全县保洁人
员全覆盖，各行政村配齐了
垃圾收集设备，确保集镇及
主要道路长期达到“一眼
净”标准。

近年来，唐河县建设起
了一批宜居宜业的“乡村都

市”。 2017 年，唐河将完成
101个达标村、52个示范村
及 56个贫困村基础设施建
设整村推进任务，以村庄环
境美、乡风民风美、文化生
活美为创建目标，全面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着力提升公
共服务水平，强化农村精神
文明建设，打造宜居宜业美
丽乡村。

南阳民兴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社旗)是一家
集蚕桑基地建设、 丝胶蛋
白应用开发等于一体的综
合性实体企业。 在脱贫攻
坚工作中， 该公司积极参
与“千企帮千村”活动，专
门为贫困户调整出 100 个
工作岗位。 图为工人在生
产车间工作。

特约记者 申鸿皓 摄

本报讯（记者 杨东梅 通讯员 潘秋君
王鑫）8 月 9 日，宛城区举办全区纪检监察系
统“喜迎十九大，讲忠诚、守纪律、做标杆”主
题演讲比赛。

当天，16 名优秀纪检监察干部登台演讲，
全区纪检监察系统干部 170余人观看了比赛。
比赛中，参赛选手紧扣“讲忠诚、守纪律、做标
杆”的主题，立足本职工作，联系自身经历，或
讲信仰、说忠诚，或讲规矩、说纪律，或讲担当、
说奉献，从不同角度抒发了对党的忠诚敬仰和
对纪检监察事业的真挚热爱，表达了绝不辜负
党和人民的重托的坚定意志。 通过比赛，增进
了团结，凝聚了力量，激发了广大纪检监察干
部拼搏进取的工作激情。 比赛共评出一等奖 3
名，二等奖 5 名，三等奖 8名。

宛城区纪检监察系统

激情演讲展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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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质监局开展专项监督抽查活动

电线电缆 质量好才安全
本报讯 （记者 王陈

特约记者 刘庆合）8月 10
日， 记者从市质监局获悉，
为督促企业落实质量安全
主体责任，强化电线电缆质
量安全监督，市质监局将对
全市电线电缆开展一次产
品质量专项监督抽查，活动
将持续至 9月 10日。

本次专项监督抽查的

产品为电线电缆，抽查范围
为全市所有生产企业。 要求
企业全覆盖、品种抽重点、项
目查安全。 此次抽查的产品
为生产企业出厂检验合格、
包装完好、库存待销的产品，
将突出抽查量大面广、安全
风险高的电线电缆品种，根
据产品的不同类别，重点检
测产品的结构尺寸、高低温

性能、燃烧性能等涉及安全
方面的项目。此外，此次检测
的项目将保管备用样品，以
备二次检验。检验后，将会有
《产品质量监督检查检验结
果通知单》和检验报告发送
至受检企业，并告知其申请
复检的权利。

此外， 此次抽样的同
时将对企业开展监督检

查， 对拒绝接受监督检查
的企业， 将依法进行严肃
处理， 对监督抽查不合格
的企业，将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规定， 依法做好后续
处理工作。 通过从严监管，
严格检查标准和要求，督
促生产企业落实产品质量
主体责任， 确保我市电线
电缆产品质量安全。

卧龙岗街道汉画社区

助孩子健康成长
本报讯（记者 王勇 通讯员 张勇）8 月 8

日， 卧龙岗街道汉画社区给辖区未成年人及
家长上了一堂“健康的孩子 快乐的家庭”教
育讲座。 讲座由汉画社区党支部书记陈玲主
持，卧龙区实验学校教师陈杰主讲。

讲座内容包括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家长如何做好孩子的榜样、 小手拉大手创建
文明城、未成年人防溺水安全知识教育等。陈
杰围绕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以儿童健康成长
为主题，从深刻认识家庭、家教、家风的重大
意义，准确把握家庭教育的科学方法，培养孩
子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进行了详
细讲解， 并现场解答了家长在教育孩子方面
的各种困惑。同时，他提醒家长们加强暑期对
孩子的安全防护。 为了让孩子们更好地掌握
安全知识，讲座中，以有奖问答的形式进行了
安全知识竞猜活动，达到了较好的教育效果。

唐河县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成效显著

美丽乡村舒展“魅力长卷”
□本报特约记者 董希峰 丰兴汉

村道巷道干净整洁，房屋建筑规划整齐，景观花树错落有致，健身器材崭新如初，农家庭院如微型花园，党群服
务中心里面书籍应有尽有，傍晚广场上灯光流光溢彩……“真是想不到，家乡现在这么整洁、优美，这生活真是一点
不比城里差。 ”近日，在郑州生活的王峰岩回到老家唐河县大河屯镇王老庄村，看到村里风景如画，忍不住用手机拍
几张照片发到微信上，与朋友分享家乡的美好变化。

看到这样的场景，让王峰岩回想起几年前老家的情景：“村里破旧的房子，墙上胡贴乱画，村里污水横流，晴天
一身灰，雨天两脚泥……”

本报讯（记者 吴玉影）防蚊花露水、杀虫剂
等物品都是夏令时节的常用品，但是这些防蚊
用品如果使用或存放不当，遇到明火会有一定
的危险性。

花露水属于易燃品，对此多数市民并不知
情。 花露水的主要成分是乙醇(即酒精)，含量一
般都在 70%以上， 花露水的燃点一般为 24℃。
如果身上刚刚擦了花露水，最好不要使用打火
机、火柴，因为这些火源足以引起花露水燃烧。

市消防部门工作人员提醒， 除了花露水，
同样含有乙醇的常用物品如部分化妆品、香水、
摩丝等，都属于易燃品。指甲油含有的硝化棉在
空气中易自燃；一次性打火机放在靠近火源、热
源的地方，容易爆炸起火；杀虫剂内有低沸点溶
剂和推进剂，一旦过度挤压和剧烈摇晃敲打，容
易引发爆炸事故。

消防部门温馨提醒

这些物品易自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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