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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文明新风 促乡村振兴

在希望的田野上

本报讯（杨永丽 李超）“没
想到‘平乡好人’这个荣誉称号这
次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有了这笔贷
款，我的服装店就能开张了！”日
前，在平乡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丰
州镇信用社，人民街社区的王建晓
拿到贷款后激动地说。

“只要被评为‘平乡好人’，且
符合贷款条件，就可最高享受免抵
押贷款5万元，贷款利率优惠的政
策，这是我们新推出的‘好人贷’
业务活动。”该县联社授信审批部
孙英伟介绍。

据了解，从2013年开始，平
乡县大力引导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在全县倡导“走大道、做好
人、干实事、常自省”理念，积极
开展“平乡好人”评选活动，以党
风带政风促民风，大力培育“好人
文化”，深耕“好人土壤”，完善

“好人机制”，为好人搭建一个发挥
正能量的空间和舞台，共评选出了
1.3万余名“平乡好人”。

好人做了好事，既要赢得好名
声，更要得到真实惠。在县委、
县政府的倡导下，全县各单位出
台了种类不同的“平乡好人”礼
遇举措。各窗口服务部门积极开
通了“平乡好人”绿色服务通
道；县医院免费为全县120名“年
度好人”进行体检；平乡人寿保
险公司免费为120名“年度好人”
办理了“意外伤害险”；县联社推
出了“好人贷”小额贷款服务；
各大商超为全县“平乡好人”办
理好人礼遇卡、优惠券等等。这
些礼遇让好人切切实实感受到了
获得感，赢得了群众的认可，营
造了强大吸引力。学习好人、崇
尚好人、善待好人、争当好人在
全县蔚然成风。

在“好人磁场”影响下，全县
还涌现出许多好人家庭、好人村、
好人乡镇、好人单位、好人支部
等。“平乡好人”已经成为该县的
一张“金名片”。

平乡：

礼遇好人打造道德磁场

本报讯（隆督）今年以来，隆
尧县以建设美丽宜居村庄为导向，
以农村垃圾、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
提升为主攻方向，着力解决农村环
境脏乱差问题，动员各方力量，整
合各种资源，强化各项举措，高标
准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观摩评比，取长补短。该县建
立“月观摩评比活动”制度，市委
第六督查组和县四大班子领导每月
带领县直相关单位领导和乡镇党委
书记等进行人居环境整治现场观
摩。每到一村，逐街逐巷查不足、
找问题，点评打分。12个乡镇参照
县里做法，在辖区内组织村级观摩
评比；村级通过划区、划片，组织
观摩，对标先进，取长补短，形成
了“三级观摩评比”你追我赶的热
潮。“三级”观摩，吸引基层群众
的眼球，人居环境整治的热情迅速
高涨起来。

立足实际，重点分解。为切实
发挥领导干部率先垂范、以上率下
的作用，该县实行领导分包责任
制。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区领导
一线抓、三级书记现场抓、千名党
员干部上前线的“一线工作法”，
立足实际，一线督导调研，指导工
作开展。同时，还实行重点工作分
解机制。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10
项重点工作和“空心村”治理统筹

起来，协调推进，对“10+1”项重
点工作进行责任分解和专项整治，
明确责任部门，协调解决问题，进
村入户，指挥协调，进一步督导推
动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激先促后，限期整改。该县积
极探索激促机制，实行了农村人居
环境“明察暗访”活动。市委第六
督查组与县农居办、县“两办”督
查室、县纪委、县委组织部建立联
合督查机制，对各乡镇、村整治情
况进行明察暗访，列出问题清单，
通报各乡镇、村，限期整改。已对
工作进展“零报告”涉及的3个县
直单位主要领导，由县长亲自进行
约谈。

借力发力，家校互动。开展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群众是主体，必
须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该县开展了“家校共
建”活动，打造“学生（学校）+
家长（家庭）”人居环境整治新模
式，促进“家”“校”互动。在牛
桥乡，该乡号召各村两委干部和本
村小学、幼儿园联合开展“小手牵
大手，文明路上一起走”活动。莲
子镇镇开展了“红领巾向家长捎句
话”文明行动主题班会，引导、组
织少先队员与家长一起学习文明公
约，增强文明意识，与家长“手拉
手”共建文明家庭。

隆尧：

高标准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不怕苦累 誓让荒山披绿装

内丘县五郭店乡位于浅山丘陵
区，这一带干旱少雨，地表土层贫瘠，
地下却有着丰富的矿石资源。半个多
世纪前，当地人们以采掘矿石、开设石
子厂创收，矿石山曾富过一方乡民。
然而，在采矿过程中，废弃的石块儿被
就地堆积，越堆越多，逐渐形成了一千
多亩的碎石岗，降水少的年份，岗上最

“皮实”的酸枣树都难以存活。也曾有
人试着治理，但都没成功，人们也就逐
渐放弃了。1500亩的荒岗，成了当地
人心头不能碰触的“痛疙瘩”，数年无
人问津。

2005年，煤矿生意干得正红火的
刘金玉，承包下500亩荒山。“那时候，
人们已经有了保护生态的意识，老百
姓们都在承包河道种树。”有了一定经
济实力的刘金玉生出了在荒山上种树
的念头。

“几辈子不长毛的岗上能种树？
异想天开！”家里的老父亲得知后并不

赞成。刘金玉却不信邪，铁了心要试
一试。

“过去种不成树，主要是缺水。”起
初，刘金玉认为岗上虽然土薄、干旱，
但村里地下水资源丰富，供着临近两
三个乡的生活用水。“在岗上种耐旱树
种，只要把村里的废弃水井修复好，用
泵把水抽上来，有水浇灌，树肯定能长
起来。”

平整山岗、修复废井、铺设灌溉管
道、买树、挖坑、植树、剪枝、浇水、施
肥……连续六七年，刘金玉把开煤矿、
铁矿、石子厂挣的钱全投到了山上。
有一年，他在承包的500亩山岗上全
部种上了桃树，浇一遍水就得花费
1.5万元。精心管护了大半年，结果冬
天下大雪，树全部被冻死。刘金玉心
疼得直落泪。随后，柿子、黑枣、花椒
等耐旱树，他试种了一批又一批，却都
没成活。

荒岗换土 石缝里长出石榴园

转机发生在2013年。这一年，刘
金玉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有一次，去

岗底村学习，他发现岗底村大山上的
果树长得好，是因为在种植之前，山上
的土壤全部换过。回去后，他开始琢
磨着给荒岗换土。

刘金玉从工地上购买了数车施工
中挖出的黄土，垫在了村北岗上，并
种上杨树。出乎意料，杨树长得郁
郁葱葱。

“看来，要想种成树，必须换土！”
破解了山岗“焕生”的“秘笈”后，刘金
玉四处找黄土、买羊粪、挖沟槽、填新
土，雇用村民不断为荒山添加“营养”、
输入“血液”。

当他了解到石榴适合当地的环境
时，便驱车赶到西安临潼，拉回1500棵
石榴苗。由于选购的树苗偏大，适应
性不如小苗强，一年下来只成活了一
半。第二年，他又到山东泰安，购回
700棵小树苗，全部成活。随后几年
里，种植面积逐渐扩大到250亩，乡亲
们也越来越多地跟着他种起了石榴。

“石榴最怕过冬天。”种植中，最让
乡亲们担心的是气温，冬天连续十天
低于零下十度，石榴树会被冻死。为
了解决石榴过冬难题，刘金玉多次请

教农大科研院校教授、种植专家，最终
掌握了果树防冻过冬技术。

“有了果树就有了盼头儿！”东磁
窑沟村村民刘仁小，常年在岗上管护
树木。他和其他二三十位老乡一起，
为石榴树和另外200余亩的苹果、桃
树、杨树剪枝、浇水、施肥，亲眼见证了
荒岗从不毛之地，一点点变绿，禁不住
感慨。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去年，部分
石榴树挂了果，收获的1万多斤的红石
榴，个个籽粒饱满、晶莹剔透，乡亲们
打心眼儿里高兴。今年，一片片石榴
林绿意更浓，大大的果实挂满了树枝，
绿油油的枝丫将山岗装扮得郁郁葱
葱。

带动脱贫 石榴映红致富路

“石榴全身都是宝，既是水果，又
是药材，叶、皮、花均可入药。目前，全
村石榴种植面积达到900余亩。按去
年的最低价10元一斤算，1亩地可产
1000至2000斤，最少可收入1万元，小
石榴真正就能成了‘金疙瘩’。” 村民
刘仁小向记者介绍。

“试种成功，我们计划把村北剩下
的千亩荒山全部绿化，扩大石榴种植
面积，打造石榴品牌。”刘金玉说，现在
石榴树成了“摇钱树”，他要让全村的
老百姓都参与进来，要把石榴这个小
水果做成大产业，让火红的石榴映红
乡亲们的致富路。

“石榴产业园全部建成后，将成为
邢台地区最大的石榴生产基地。”五郭
店乡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他们准
备在全乡拓展石榴深加工项目，加工
石榴汁饮料、石榴茶、石榴花蜂蜜、石
榴保健品、化妆品等产品。不远的将
来，这里将成为连片种植面积最大、品
种最多、产业链条最完整的石榴产地
之一。

“你瞧，这一片片石榴树长得多
好，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这里，就是
我们的‘绿色银行’。”望着眼前郁郁葱
葱的石榴林，刘金玉和乡亲们心头有
说不出的喜悦……

14年间，刘金玉和乡亲们齐心协力，把寸草不生的“秃头山”变成了郁郁葱葱的石榴园——

碎石岗上长出“绿色银行”
本报记者 杨永丽 通讯员 翟丽 管瑞瑞

7月8日，一名游客在桥西区银禾农场体验采摘乐趣。该农场总面积
300亩，以生态循环种植养殖体系为目标，是一个集休闲、采摘、生态餐
饮、农耕文化、手工制作、创新环保为一体的田园生活体验园。

（本报记者 张驰 摄）

威县西梨园村
村民在设施大棚里
剪葡萄。近年来，威
县把现代农业与扶
贫开发紧密结合，挖
掘当地优势，突出特
色产品，聚焦绿色提
质量，强化融合增效
益，大力发展设施农
业，为高质量发展增
添新动能。

( 本 报 记 者
邱洪生 摄)

河北路蓉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于2019年 5月至
2019年6月参与承建施工邢台路桥建设总公司邢台
市东环城水系建设工程（三合庄——白马河段）工程
的驳岸施工劳务合同内容已履行完毕，我公司承诺
已完成本项目中所有农民工工资结算工作，如有农
民工工资纠纷，均由我公司负责解决并承担一切后
果，特此公告。

河北路蓉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2019年7月10日

公 告 声 明

沙河市文英皮具专柜不慎将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丢失，证号：13052119750717302404号，声明

作废。

根据有关规定，内丘县隆昔线38公里+600米
处电子警察自动测速抓拍系统，由限速60公里/小
时更改为70公里/小时。

自2019年7月15日开始执行。
内丘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2019年7月10日

关于更改限速的公告声 明

桥东区秋利渔具门市不慎将营业执照正、副本

丢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130502MA09Y2AW14，

核准日期：2018年4月3日，声明作废。

声 明

桥西区甄美建材经

销处不慎将营业执照正、

副 本 丢 失 ，注 册 号 ：

130503600831423，核 准

日期：2014年 10月22日，

声明作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
号）要求，现将平乡县节固纸制品工业园区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报告予以公示：

（1）跟踪评价报告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4TaB1fF2YmisQ910kM4hqg
提取码：evoc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①平乡县节固乡政府，孙主任，0319-7879598；②唐山立业

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迁安市经四路西侧，0315-6531202。
（2）征求意见公众范围：评价范围内的谷家营村、甜水井村、尹家庄村、重义疃村、后刘庄村、

辛留垒村、留垒村、孔留垒村、胡庄村、李隆庄村、邹庄村、西李庄村、西豆庄村、东豆庄村、南周章
村、北崔庄村、北周章村、贾周章村共十八个村庄及平乡县周章联小学、东豆庄小学、南周章村小
学、节固乡中心卫生院。

（3）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GeMij74sJxKAQ51eF76kQ
提取码：su4h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①网络上填写公众意见表；②电话0319-7879598，邮箱

pxxjgx@126.com。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19年7月10日-2019年7月23日。

平乡县节固乡政府
2019年7月10日

平乡县节固纸制品工业园区总体规划
环境影响跟踪评价第二次公示

盛夏时节，暑热难耐。记者
前往内丘县五郭店乡东磁窑沟
村，一幕幕乡村美景从眼前飞快
掠过。漫步该村村北的跑马山
上，一条条蜿蜒曲折的乡间路、
一片片生长茂盛的果园、一个个
扶贫产业托起了当地村民们的
脱贫梦，也为当地农业发展注入
了无尽活力。

可谁能想到，这里过去却是
干旱少雨，土地贫瘠的荒岗地。

“种啥啥不活，满山碎石块。”说
起以往，村党支部书记刘金玉痛
心不已。但他并没有气馁。从
2005年起，他先后投资200多万
元，在荒岗上垫土、铺设灌溉管
道、平整山岗、种植果树……14
年过去了，昔日的“秃头山”长出
了成行成列的石榴树，碎石岗上
长出“绿色银行”。

碎石岗上，一个个成熟饱满的石榴挂在枝头，刘金玉高兴地向大家展示。
（杨永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