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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猛 通讯员 白亚敬

本报讯 日前!从省农业厅传来好消息!西华

县黄桥乡万亩桃园被农业部推介为 "中国美丽田

园#!成为我市惟一一个被农业部推介的项目$

据介绍!此次农业部开展的"

$#!"

年中国最

美休闲乡村和中国美丽田园%推介活动!经过地方

推介&专家评审和网上公示等程序!推介出
!##

个

"

$#!"

年中国最美休闲乡村%!

!"#

项 "

$#!"

年中

国美丽田园景观%

1

对于进一步推进生态文明和

美丽中国建设! 发展现代农业& 带动农民就业增

收&建设美丽乡村&传承农耕文明和促进城乡一体

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据了解! 我省共
"

家景观被农业部推介为

"

$#!"

年中国美丽田园%!西华县黄桥乡万亩桃花

景观是其中之一!也是我市唯一一个被农业部推

介的项目$

每逢
2

月底至
"

月上旬! 黄桥乡万亩桃园颍

河两岸万紫千红的万亩桃花和树下金灿灿的油菜

花&绿油油的麦苗相映成趣!红&黄&绿构成了色彩

缤纷的人间仙境$ 置身其中!花香沁人心脾!色彩

绚丽夺目!景色美不胜收!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

据了解!该县已经连续举办十届桃花节!拓宽了农

民增收渠道!促进了一&二&三产业的良性互动!已

成为我市一个生态旅游品牌$

构建大城管 创建文明城构建大城管 创建文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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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彭慧

本报讯 中心城区的环境卫生每

天都面临一个新起点$ 除了投入必须的

环卫硬件设施外!环卫部门的主观能动

性尤为关键!日常管理得好不好!往往

还得看是否真肯下大力气$ 经济开发区

连续俩月蝉联环境卫生第一名!记者昨

日采访了解到!他们的经验是'虽然有

完善的规章制度做保障很关键!但坚持

常抓不懈&不怕苦不叫累!才能换来真

正的佳绩$

昨日一早!记者在八一大道南段快

车道上看到!大型环卫扫地车边洒水边

清扫!所经之处!黑色路面干净了许多$

但由于刚下过雨!道路两旁淤泥仍然较

多!即使经过扫地车的强力毛刷快速收

集! 马路上仍留下一条明显的污泥线$

这时!环卫工人康美芝等人手拿扫帚走

过来!连同慢车道&人行道一起!将残留

的淤泥& 垃圾等一次性人工清扫干净$

康美芝和其他几名环卫工介绍'"领导

要求得紧!每天都得检查!路面要求全

天保洁$ 我们每个人负责清扫
$##

米长

的路段!早上五点钟就来了!干到下午

两点交班时为止$ %

随后!记者在不远处一个垃圾收集

中转点看到! 存放垃圾的铁斗安放规

范!周边一有垃圾溢出!立刻就会有环

卫工上前去归拢打扫$ 据八一大道的路

段长胡红介绍!目前经济开发区辖区有

主次干道
!$

条!其中太昊路&莲花路&

周口大道&八一大道&工农路这几条路

的快车道主要依靠机械车辆清扫!小街

道&慢车道和人行道仍由环卫工人人工

保洁$ 按照环卫标准!环卫工人管辖的

路段要做到"三无%'路面无瓜果皮核&

烟蒂&纸屑!无垃圾杂物!无污水$ "我们

一天上午&下午两次督查!发现路面有

垃圾的!垃圾池清运不及时的!迟到早

退或着装不规范的等!都要处以警告和

罚款$ %

据经济开发区公用事业局负责人

张帅介绍!之前曾有少数环卫工人图省

事!把收集来的垃圾直接倾倒在绿化带

里!导致绿化带里垃圾成堆$ 近来!他们

要求辖区环卫工人要清理干净自行管

理的路段和绿化带里的垃圾!禁止焚烧

垃圾!禁止往市政下水道倒垃圾$ 一经

发现或举报查实!所辖片区的环卫路段

长有权辞退当事人$ 此外!督查中发现

的城乡接合部卫生死角!要求环卫工人

必须及时清理!"如果哪个办事处辖区

内积攒的垃圾量较大! 可随时要求支

援!由局里出车来协助各办事处清理死

角$ %张帅说!为让人工保洁与机械化清

扫作业配合得当!扬长避短!他们避开

人流高峰!合理调整作业时间!做到工

作不扰民!并视季节变换调整机械化作

业时间! 最大限度提高机械化清扫保

洁&除尘&降温等作业的工作水平$ 同

时!加强对垃圾收集点的管理!垃圾实

现日产日清! 运输途中坚持做好加盖!

杜绝垃圾抛洒造成二次污染!确保全区

垃圾清运及时&无满溢&无积存$

据了解!今年
+

月份!经济开发区

管委会投资
$34

万元购置
5

台新型环

卫机械车辆! 协助环卫工人清扫主干

道$ 另外经济开发区准备再新建
$#

个

垃圾收集点! 这样全区达到
54

个垃圾

收集点!基本实现卫生全覆盖$ 此外!公

用事业局环卫科担负机械和人工清扫

保洁的日常考核!每天检查清扫车的出

勤情况&统计清扫车保洁里程&考核保

洁质量!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严格落实

环卫工作管理制度和环卫工作奖罚制

度$

兵马出征 制度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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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彭慧

本报讯 城市管理在突击和严管之下取得

显著成效!但如何保持成绩和避免反弹却困难重

重$ 中心城区各办事处在建立长效管理机制上

都在慢慢摸索&积累经验$ 昨日记者走访了川汇

区人和办事处的部分难管路段!了解到这个办事

处刚出台的一些有利于加强城市管理的新规$

大庆路与庆丰路交叉口路西侧! 以往经营

小吃& 瓜果蔬菜和各类熟食的流动摊点经常外

溢到快车道上堵塞交通$记者昨日上午看到!在

人和办事处近段时间的多次宣传和坚持治理

下!这儿的市容市貌较之前有了明显改善!流动

摊点都被城管人员统一集中到人行道上经营$

在这个路口向南
!##

米处路西侧! 人和办事处

已辟出一块空地!搭好了彩钢篷!规划成一个小

型临时市场!"前期我们已经和这些摊主商量好

了!从下周开始!我们逐步引导他们入市经营!

不在十字路口继续扎堆$%人和办事处相关负责

人武阳说$

据了解! 人和办事处辖区存在类似情况的

路口还有好几处$ 为逐一治理好并形成长效管

理机制! 人和办事处在其管辖的
6

个社区的主

要道路旁边都竖起了城管路段责任牌! 内容包

含社区名称&责任路段&治理任务&社区和办事

处责任干部姓名&监督电话等$由办事处负责指

导&安排&督促所包路段的城市管理工作(居委

会人员和协管员负责治理辖区内主要街道的出

店经营&非机动车辆乱停乱放&乱贴乱画(社区

主任是社区里城市管理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城

管队员治理快车道& 慢车道& 人行道的占道经

营&流动商贩&私搭乱建&)两违%建设!对不服从

管理的出店经营户!依法暂扣出店物品$

在竖好责任管理牌的同时! 办事处成立了

由班子成员&社区主任&城管中队长&城市管理

办公室主任参与的考评组! 对
6

个社区和城管

中队的城市管理工作实行一周一考评! 四周名

次数相加!排出本月各社区的综合考评名次$另

外!对两个城管执法小组*中州大道&大庆路&文

昌大道的八一大道至中州大道段为第一组(建

设大道&八一大道&文昌大道的大庆路至八一大

道路段为第二组 +的考评 !分为优 *

4#

分
+!##

分 +&良 *

+#

分
+4#

分 +&差 *

+#

分以下 +三个等

级$ 四次考评分数的平均数作为当月考评等级

的分数$

据悉!办事处每月拨付给社区&城管中队一

定数额的城管经费$ 对每月考评排名前两名的

社区和 )优% 等级的城管执法小组奖励现金

$###

元(当月办事处的城市管理工作在中心城

区
!5

个乡&办综合排名中进入前
5

名!社区和

城管小组各奖现金
5###

元$每月排名最后一名

的社区和)差%等级的城管小组!办事处给予通

报批评( 连续两次月排名最后一名的社区和

)差%等级的城管小组!社区主任&包社区干部和

城管组长在办事处全体会上作出书面检讨!对

班子成员给予诫勉谈话( 连续三次月排名最后

一名的社区和)差%等级的城管小组!办事处将

免去社区主任&社区干部和城管组长的职务$

北京寄来的秋装温暖吴台师生

!

晚报记者 徐松 文
'

图

!#

月
$$

日! 郸城县吴台镇

刘三关小学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

名师生身着从北京寄来的崭

新校服! 脸上绽开幸福的笑容$

据悉!吴台籍成功人士罗先伟捐

资
5

万元!为母校师生每人定做

一身校服$

罗先伟是刘三关小学的毕

业生!现任北京博康在线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两个月前!

罗先伟回到家乡看望父母!得知

刘三关小学近年来教育质量连

年上升 !但办学条件不高 &留守

儿童较多的现状!当即表示愿意

为学校做点实事!为留守儿童献

一份爱心$ 根据学校需求!罗先

伟决定为全校
$+#

名师生每人定

做一身秋装$

!#

月
$$

日!在北京

服装厂定做的
$+#

套秋装准时送

达学校 ! 发放到每一名师生手

中$ 线索提供 安稳 王洪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