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内黄县日前组织

了梅花拳、灯笼画、木板年

画等系列精彩非遗项目进中

小学校活动。图为非遗项目

大平调传承人刘建平在第八

实验小学教授学生戏曲身

段。

通讯员 刘超摄

CHINA COUNTY TIMES2019年6月20日 星期四4 社会 责任编辑 丁伟斌
版面设计 袁芳

记者 王官波

本报讯 6月14日，在辽宁省

法库县人居环境整治现场会上，

辽宁乾元国际投资集团工会主席

刘放将一张面额 50 万元的支票转

送给了法库县双台子乡，作为乡

村环境整治的专项资金。

近年来，法库县委、县政府

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按

照中央和辽宁省、沈阳市“三

农”工作的要求和部署，坚持高

位推动，一手狠抓项目为王，一

手强力整治乡村人居环境。法库

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上不含

糊，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

针，全县工作围绕省市部署形成

一盘棋，县委书记、县长下到基

层认真调研。

法库县委书记王欢苗说，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三清一

改”工作没有退路，没有商量余

地，是 2019 年乡村振兴必须打赢

的一场攻坚战。今年年初，法库

县“三清一改”村比例还处在沈

阳市相对落后位置。法库县委、

县政府精心谋划，抓点带面，推

动农村环境整治由点到线、由线

到面、由村到乡镇到县滚动推

进，整体提升。通过全县环境整

治工作的开展，清洁行动覆盖农

户、农民知晓率和农户参与率迅

速提高。

集中整治行动以来，法库实

施绿化美化提升工程，栽植 2 万

余株金叶榆、京桃、紫叶李等树

木，种植约 7 万平方米花草。开

展垃圾清理整治专项行动，清理

过冬垃圾点位 4292 处，清运垃圾

37782立方米；清理路面、边沟以

及105处河道垃圾累计10921.5立方

米。

按照交通便利村、基层组织

较强的村、群众积极性高的村、

贫困村、县区际交界村的“五优

先”原则，法库确定了 42 个生活

垃圾分类减量试点村、24 个美丽

示范村。目前，法库县已有137个

村屯基本实现常态化保洁。常态

化保洁村屯覆盖率已经达到 62%，

下一步将实现全覆盖。

下一步，法库将继续贯彻沈

阳市委、市政府将创建卫生城市

工作模式向农村延伸的任务安

排，解决当前影响农村环境卫生

的突出问题，到2019年9月，法库

县农村生活垃圾处置体系要覆盖

全部行政村。

法库县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从典型示范转到全面推开上来，

加快提升村容村貌、持续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建设好美丽宜居乡

村，营造乡村营商软环境，为省

市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夯实基础。

通讯员 宋紫欣
记者 林春宏

本报讯 冯家湾海域海水养殖

位于海南省文昌、琼海两市交界

处，曾是污染重灾区。自中央第四

环保督察组督察反馈意见中明确指

出，冯家湾“部分区域沙滩已淤泥

化”以来。文昌采取了一系列整改

措施，全力以赴开展冯家湾海水养

殖污染问题整改工作。

位于会文镇烟堆村委会竹湖村

的海生水产种苗有限公司主要养殖

石斑鱼和对虾育苗，因公司养殖尾

水浓度高，养殖面积大，排水、换

水相对频繁，造成了尾水污染较

大。为解决污染问题，这家公司通

过购买微滤机设备来进行尾水处

理。如今经过水产微滤机、生化

池、沉淀池等设备的层层处理，养

殖尾水变得清澈透明。

在会文镇烟堆村上园村，个别

鱼塘养殖户、工厂养殖户还集中建

设了沉淀过滤池，通过活性炭净

化、沉淀等方式对尾水进行处理。

会文镇烟堆村委会共有 14 个村民

小组，528 户、2438 人，其中有

378户进行水产养殖。目前，已有

290户通过建设沉淀过滤池、安装

微滤机、建设生态塘等方式处理尾

水，治理达标后的养殖尾水规范排

放，严禁向海滩排放。同时，会文

镇将全力治理鱼塘养殖尾水污染的

问题。

冯家湾区域现有养殖户 1503

户、面积4949.5亩。其中有779家

工厂化养殖场、面积2026.4亩，鱼

虾塘724户、面积2923.1亩。截至

2019 年 5 月 10 日，冯家湾区域已

建设519家沉淀过滤池，面积1350

亩，其中493家已建成、26家正在

建设、3家已经安装微滤机，运行

情况良好。

为进一步抓好污染问题整改工

作，引导水产养殖产业转型升级和

发展，文昌计划在会文镇沙港崀地

区建设冯家湾水产养殖综合体示范

园区。项目规划总面积 2000 亩，

计划总投资31.37亿元，目的是打

造水产养殖业集约布局、集聚发展

的新格局，促进水产养殖产业转型

升级和发展。

通讯员 熊慎端
记者 黄长秋

本报讯 今年以来，福建省

武夷山市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建

设，致力于在已有实践成果的基

础上，探索出一条绿色发展新路

径。

2016年，武夷山市被列入国

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福建） 生态

系统价值核算试点。去年 10 月，

项目成果经专家组评审正式通过

验收，编制完成了《武夷山市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核算报告》，开发

了《武夷山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核算系统》软件系统。通过对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核算获得的实物

和价值量进行定量评估，形成 9

个一级指标、18个二级指标的核

算体系，构建以森林、湿地、农

田等典型山区生态系统为核心，

以生态产品流转为重点的“山区

样板”。

绿水青山有了“价值标签”，

武夷山的山、水、林、田等资

源，有了价值体现，为武夷山可

持续发展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

件。目前，自然生态、历史文化

资源皆好的全国历史文化名镇五

夫，正通过“生态银行”建设试

点，逐步实现资源变资产、变资

本，激活乡村沉睡资源，实现生

态保护、乡村振兴和农民增收三

者共赢。五夫镇镇长李小勇说，

田园综合体是“生态银行”试点

的核心内容，文化是灵魂，也是

创新的重点。现在，高达23.66米

的朱子雕像、朱子文化广场、紫

阳楼修复工程、停车场、游客服

务中心等已完工，全国规模最大

的朱文公庙正在紧张施工中。旅

游业发展了，当地农民纷纷开起

农家乐和民宿业，出售农产品。

武夷山市委书记林旭阳表

示，武夷山将不断深化践行“两

山”理念，持续打造高颜值生

态，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

境需要，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贡

献武夷山力量，切实代表福建讲

好生态文明故事。

通讯员 李蓉
记者 吴舒睿

每天上午7:30分，随着悦耳

的音乐声，宁夏固原市原州区中

河乡曹河村的大喇叭准时响起。

村党支部书记杨志斌边调试音响

边说，曹河村主导产业是肉牛养

殖，大喇叭讲解各项扶贫政策和

种植、养殖知识，解决了群众的

后顾之忧，村民的日子越过越

“牛”了。

近年来，曹河村以产业扶贫

为抓手，以科技扶贫为支撑，大

力发展肉牛养殖，初步形成了

“家家种草、户户养畜，小群

体、大规模”的草畜产业发展格

局。马寿山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

困户，在帮扶队的帮助下发展肉

牛养殖，通过收听大喇叭，他掌

握了很多肉牛养殖知识。通过几

年的养殖，马寿山家里的日子大

变样，今年他计划继续扩大规

模，家里养牛将超过20头。

“要把打击基层腐败跟扫黑

除恶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基层

的腐败要两手抓，打击恶势力的

保护伞，实现一锅端……”大喇

叭宣传的内容通俗易懂、贴近生

活，对村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

响。黑刺沟村党支部书记王国兵

说，通过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

作的宣传，村里的风气越来越

好，村霸也没有了，生活在这里

很有安全感，生活很幸福。

走进原州区官厅镇沙窝村，

远远就能听到大喇叭播出的有关

产业扶贫政策及种植常见病虫害

防治知识讲解，村民们一边劳作

一边通过听大喇叭学习知识。为

了不打扰村民正常休息，沙窝村

对大喇叭的播放时间进行了专门

的安排，主要在早上 7:30-8:30

和下午6:30-7:30进行播放。

原州区让153个行政村的大

喇叭都响起来，统一录制了扫黑

除恶、脱贫攻坚、移风易俗、农

村环境卫生整治等宣讲内容，各

行政村再根据本村实际增添播放

内容，把党的好政策、正能量、

好声音，通过大喇叭传入千家万

户，带动淳朴民风，促进文明乡

风，使“村村响”成为脱贫攻坚

的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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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武夷山探索绿色发展新路径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帮扶盱眙县黄花塘镇发展虾稻共作——

科研助力 稻香虾肥

喇叭响处新风来

海南文昌整改海水养殖污染

记者 张伟伟

盱眙县黄花塘镇是江苏省重要

的小龙虾供应区，今年第一茬小龙

虾刚刚运到各地的餐桌上，另一头

插秧机已井然有序地播下绿油油的

秧苗，农民们将活蹦乱跳的第二茬

虾苗投放到田边的水沟里。

黄花塘镇党委书记朱亚说，

最近几年，黄花塘镇的稻虾养殖

大户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稻田养

虾面积已达到了 8 万亩，产值约

3.3亿元。

盱眙县副县长章文风介绍，黄

花塘镇农村集体经济增收乏力，

2016年7月被江苏省委、省政府确

定为省级“点穴式”重点帮扶单

位。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积极开展调

研与帮扶工作，通过输送人才、配

备项目、搭建平台、党建共建等创

新手段，打通增收“堵点”，唤醒

产业活力。其中稻虾综合种养新模

式的推广应用，为黄花塘镇农业产

业兴旺打下重要基础。

2015 年，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经济作物研究所的沈新莲来到盱眙

挂职副县长，正逢 从 湖 北 “ 取

经”而归的盱眙县政府大力倡导

开展小龙虾养殖新模式，黄花塘

镇也初步完成了土地流转，开始

尝试这种养殖新模式。沈新莲和

水稻专家们一起，决定与当地农

业企业合作，通过做给农民看，

再到带着农民干。

沈新莲说，每年3月在稻田边

开挖出1米宽的水沟，往水沟里放

入第一季小龙虾，6 月份大虾收

走，然后种上水稻，再接着补充虾

苗。春季放虾苗，捕捞从5月份一

直持续到10月底，一年下来，一亩

地能收获1200多斤水稻，也能捕捞

200多斤小龙虾。养殖新模式推广

后不到1年，盱眙县就有3万多亩

农田开展“稻虾共作”。

2017 年，省农科院在黄花塘

镇成立了“黄花塘革命老区博士

服务工作站”，以全院专家团队为

支撑，为盱眙黄花塘提供省农科

院自主知识产权新品种、新技

术，为农业企业提供技术服务。

张家宏是服务工作站的一员，自

从来到黄花塘镇，每年 4 月他都

特别忙碌，他需要马不停蹄地

“跑现场”，对农户及农企进行技

术指导，确保他们在 4 月顺利卖

出自繁的“稻后虾苗”，同时转塘

投入虾苗，5月即可捕捞。这一批

“稻前虾”个头大，最为肥美，只

重可达 1 两以上，提前上市更是

可以卖个好价钱。6月插秧前，延

续之前“稻虾共作”模式再放入

第二茬虾苗，7、8 月“稻中虾”

即上市；秋冬季水稻收割前后，

再放养亲虾至翌年 4 月繁育一期

虾苗，这便是“稻后虾”。一年

里，稻田可收获一季稻谷，春季

和夏季共收获两期成虾，翌年春

季还可以收获一期虾苗，这便是

堪称稻田养虾3.0版本的“一稻三

虾”。为了提高水稻产量，研究员

们还带来了南粳 5718、南粳 9008

等10个“南粳家族”优质食味中熟

中粳稻品种（系）准备进行试种实

验。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始终坚持通

过科技创新帮扶江苏经济薄弱地区

绘就各具特色的现代版“富春山居

图”，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

科技扶贫和乡村振兴鲜活样板，让

更多群众过上好日子。

通讯员 马顺利
记者 李杰

本报讯 眼下正处于小麦收割期，为防

止露天焚烧秸秆造成污染，河北省大名县充

分运用由32个视频监控探头组成的红外视频

禁烧监控系统，设立 1000 余名环保网格员，

随时随地进行排查，让火点无处遁形。

在大名县空气质量保障中心内，一面占

据了整面墙的监控电子屏引人注目。画面

中，大到一栋建筑、一片田野，小到一个

人、一台农机，都能够清楚地看到。“铺上镇

铺上村瞭望塔东南 132.63 度方向 0.423 公里

处，发现有起火点，请速到现场核查处理

……”在智能监控平台的电子屏上，起火点

的画面瞬间放大，周围环境一清二楚。工作

人员发现铺上村出现起火点后，迅速联系该

村巡查小组前去处理，几分钟后，巡查小组

工作人员便赶到了现场，不仅责令农户立即

停止焚烧，对已出现的黑斑立即翻耕，而且

及时联系打捆机帮助农户打捆收储。

大名县禁烧办相关负责人介绍，32个红

外高清摄像头分别安装在全县20个乡镇重点

涉农区域，360°无死角，5公里范围内自动

识别锁定烟雾和温度并自动定位报警，全方

位、全天候对露天焚烧情况进行实时监控。

为充分发挥技术手段的力量，大名县建

立了“发现－交办－处置－反馈”的全链条

快速反应新机制，结合三级网格员，合理设

置客户端，人防加技防对辖区进行实时监

控，及时准确发现违法焚烧行为，锁定焚烧

行为人并抓拍高清图片，迅速到达现场处

理，对违法焚烧行为人进行依法罚款、媒体

曝光或拘留。

具体运行中，一级网格 （县级） 监控中

心工作人员通过观看电脑大屏对报警火点及

时推送到二级网格 （乡镇） 工作人员手机平

台上，乡镇工作人员根据推送信息确定火点位置、具体情况，迅速派

人或者通知三级网格 （村街） 人员马上进行处置。火点处置结束后，

由二级网格 （乡镇） 工作人员反馈火点发生原因、处置结束时间点等

信息。

辽宁法库强力整治人居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