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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园·睢阳

这几天，家住梁园区王楼乡韩庄村的尚大爷心情特别
敞亮。原来，他家门口垃圾坑里的垃圾，被村里的保洁员
全部清运到村垃圾处理站，让垃圾处理机械设备给“吃”
光了。

这台能“吃”垃圾的设备叫磁脉冲矿化生活垃圾处理
器，是由梁园区政府投资，用来保障农村环境卫生的，去
年装备到全区18个行政村的垃圾处理站并投入运行。

在韩庄村垃圾处理站记者看到，周边村的生活垃圾运
送进站后，经过环卫工人分拣，按照可处理、不可处理、
可回收类别装入垃圾桶。可处理垃圾由环卫工人填进磁脉
冲矿化垃圾处理器，通过机械无害化处理成矿化灰渣，少
量不可处理垃圾集中运送至垃圾中转站。

据负责操作垃圾处理器的环卫工常东明介绍说：“这
台垃圾处理器操作简单，速度很快，只需要两人轮班作
业，并且排放的气体经过层层过滤，清洁卫生，每天最多
可处理2吨生活垃圾。”

梁园区是商丘市的主城区，也是一个涉农区。全区各
乡镇大都是近郊农村，产生生活垃圾量大，“垃圾围村”
现象影响城市形象和农村环境。为此，区政府投资率先在
18个行政村建设了垃圾处理站，装备了18台磁脉冲生活垃
圾处理器，在4个乡镇建设了占地5亩的垃圾中转站，配备
1辆大型垃圾转运车、1套垃圾液压设备、5辆小型勾臂
车、100个小型勾臂箱。目前，4座乡镇级垃圾中转站主体
工程已经完成。

区城管局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全区将再建4座乡镇
垃圾中转站，达到每乡镇一座。沿黄河故道再建20座村级
垃圾处理站，装备 20台磁脉冲矿化生活垃圾处理器，为

‘一廊提升’工程添彩，为黄河故道生态建设贡献梁园力
量。”

据介绍，为贯彻落实市政府提出的充分发挥环卫行业
现有国有资产和工作人员的作用，培育和壮大国有企业，
全面提升城市环卫工作水平的指示精神，加快推进环卫行
业公司化，城乡环卫一体化，近年来，梁园区委、区政府
高起点、高规格、高标准、严要求，建立健全政事分开、
管干分离、调控有力的城区环卫工作新机制，切实加大
人、财、物投入，全面推进环卫公司化运作机制。据统
计，2018 年，梁苑公司补空了 2017 年度 300 多万元的亏
损，在向区财政缴纳税收 150余万元的基础上，实现盈利
442万元。

记者采访得知，2015 年，梁园区清扫保洁面积仅有
770余万平方米，随着城市建设的高速发展，目前全区环
卫作业面积已增加到1200万平方米，作业面积增加了近两
倍。面对新形势，梁园区委、区政府顺势而为，陆续购买
和补充大中小型各类环卫机械设备 693台，全区机械化清
扫率由20%陡增到100%，实现了全区环卫工作的跨越式发
展。据市梁苑环境卫生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郭云超介绍，
随着机扫率的大幅提升，按照环境污染治理要求，他们坚
持在“洗”字上下功夫，一是清洗道路，常态化保洁。每
天早上5点至凌晨2点采取先里后外的顺序对城区主次干道
进行普洒和机扫，同时对路沿石、人行道、护栏底进行冲
洗，提高保洁水平；二是机械水洗，立体化作业。每天，
该公司都常态出动50—80台小型路面养护车进行精细化作
业，利用高压水枪对广告站牌、电线杆、候车亭等进行高
空冲洗作业，对高架桥、墙体、果皮箱、垃圾桶、围挡等
进行立面冲洗作业，对路面污染、雨水篦子等进行地面冲
洗作业；三是垃圾收集及时，制度化管理。严格按照垃圾

清运规范的要求，实行全密闭收集和运输，在确保垃圾及
时有效收集的同时，确保了垃圾不落地。

推进城乡环卫一体化，助力乡村振兴，是梁园城管环
卫工作的一大亮点。为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城乡融合
发展，近年来，该区深入推进城乡环卫一体化，市梁苑环
境卫生工程有限公司组建成立了佳苑美分公司，分公司成
立后，投入资金 3300余万元，在全区建设了 8座高标准、
多功能的生活垃圾中转站和 660余个村级垃圾收集点。目
前，全区“农户分类投放、村组统一保洁收集、乡镇统筹
实施、公司统一收运、区监督考评”的农村生活垃圾收运
体系已经形成。目前，全区农村生活垃圾的收集、转运和
处理将实现全区域、全覆盖、无盲区。

去年，梁园区为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
无害化分类处理进程，投资 500余万元在全区 18个贫困村
建设了磁脉冲矿化处理站。1月 11日，记者先后探访了水
池铺乡张王李村垃圾处理站、张屯村垃圾处理站、谢集镇
垃圾中转站。走访中，记者看到每个村都有专门的保洁人
员将生活垃圾送往垃圾处理站。更让人惊讶的是，每个垃
圾处理站内没有一点垃圾堆放，干净得几乎看不出是处理
垃圾的地方。

梁园区城管局局长刘德海告诉记者，为进一步解决偏
远村庄的生活垃圾处理，今年，区政府将沿黄河故道生态
走廊和森林大道再建设20座磁脉冲矿化生活垃圾处理站。

梁园区：

机械进村“吃”垃圾
城乡环卫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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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喷雾封沙锁尘。

在李庄乡垃圾处理站，环卫工人正在处理垃圾。

1月21日，在梁园区观堂镇
徐楼村的一座蘑菇温棚里，该镇
蔬菜种植能手刘彻正在为贫困户
讲解蘑菇管理技术。为提高贫困
户种植蘑菇的科技水平，新年伊
始，该镇农业服务中心请来蘑菇
种植能手进入蘑菇温棚开展科技
培训。他们把课堂开设在大棚
里，现场讲解蘑菇春季管理技术
要点，让种植蘑菇的贫困户不出
村就能享受到技术培训。

苗发新 陈 臣 摄

“扶贫课堂”受欢迎

本报讯 （路平安） 1 月 18 日，
2019年梁园区体彩杯迎新春篮球比赛
在青年公园举行。此次比赛由梁园区
体育发展中心主办，梁园区篮球协会
承办，共有8支队伍参加了比赛。

为了丰富群众的文体生活，积极

贯彻执行全民健身计划，活跃节日气
氛。在春节即将来临之际，梁园区举
办这次迎新春篮球比赛，吸引了众多
群众前往观赛。

比赛过程精彩纷呈。攻方队员积
极跑位、巧妙传球，守方队员干净利

索，迅猛快攻。运动员你攻我守，分
秒必争，比赛精彩激烈，赢得了场外
观众的阵阵喝彩与掌声。激烈的比赛
体现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
育精神，充分展示了队员们的拼搏意
识，增进了队员之间的相互了解。

梁园区举办迎新春篮球比赛

本报讯（记者 邵群峰）万众瞩目的中华第一古庙会
火神台春节庙会将于 2月 4日至 3月 8日在火神台景区举
行。目前，庙会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火神台春节庙会以商丘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为依托，
以火神台景区为平台，以火神祭祀为载体，整合利用商丘
丰富的群众文化元素及民间民俗文化资源，将商丘地区独
具特色的民俗民间文化资源荟萃于此，打造成了具有浓郁
豫东特色的民俗活动盛典。历经数千年的传承，火神台春
节庙会规模不断扩大，影响力不断增强，2018年游客人
数50多万人次。

据了解，本届庙会以文化为媒，充分体现浓郁的民俗
韵味，展现中国传统年味和庙会文化，让各地游客尽情享
受一场文化、旅游、美食、商贸同台的饕餮盛宴，充分营
造欢乐、祥和、喜庆、文明的节日氛围。

“本届火神台庙会活动以‘迎新春、赏花灯、拜火
神、祈福运、观非遗、品美食’为主题，重点打造火神祭
祀、大型国风迎宾仪式、迎春灯会、非遗鉴赏、舞龙舞
狮、大型民俗节目、梨园春专场等活动。”商丘古城旅游
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红霞介绍说，在注重传承和保留庙
会固化品牌的同时，此次庙会又大胆探索创新，将时尚元
素融入优秀传统文化。庙会活动分为昼场与夜场两个部
分，重点打造火神祭祀、大型国风迎宾礼仪、梨园春专

场、非遗文化展演、迎春灯会、打铁花、篝火晚会等活
动，继续组织舞龙舞狮、特色民俗、老物件展示、特色商
品展销、美食广场等活动。

据介绍，本届火神台春节庙会最具特色的新看点当属
大型国风迎宾仪式。仪式由火神台三门展演的“国风迎宾
礼”、万商广场的“朝圣拜商礼”、商祖大殿的“虔心祭祖
礼”、火神台的“诚心祈福礼”三部分组成，既是商丘千
年非遗文化的集中展现，也是全世界了解中国古代礼制和
中华传统民俗的难得机会。而在阏伯台山门前东西广场开
展的纸雕、面人、泥人、糖画、烙画、虎头鞋、布老虎、
商锦等商丘非遗，将全方位展现商丘本地传统民俗文化。

迎春灯会是近几年火神台春节庙会的另一主要看
点。此次灯会以“极致冬日、极致年味、极致回味”为
主题，结合浓郁的商丘历史文化，突出热闹、喜庆的节
日气氛。以中华第一古庙会为文化背景，在华商文化主
题公园大气磅礴的衬托下，通过玄鸟生商、钻木取火、
鼓舞新春、繁荣昌盛、新年兴旺、光影秋千、十二生
肖、财源广进、小猪佩奇、马上有钱等几十多组大小不等
的灯会场景，运用声、光、电等高科技手段，打造出一场
别具一格、适合不同年龄段游客观赏的特色灯会，以此传
播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非遗文化、民族文化、传统彩灯
文化、地方特色文化。

本届庙会有新意 非遗文化唱主角

大型国风迎宾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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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邵群峰 通讯员
宋 锐 孔令令）“党风正民风顺社会
风气好，国事兴人事和路河发展
强。”1月 21日，睢阳区路河镇刘坟
村村民曹修厚家里收到这样一副镇政
府送来的大红春联。与往年春联不同
的是，这副春联带有路河镇的 logo，
让人耳目一新。

“镇党委、镇政府给我们送春联，
送的不光是新年的祝福，还送来了党
和政府对我们的关怀。”接过春联，曹
修厚乐呵呵地说。

据了解，路河镇为营造农村春节
幸福和谐氛围，统一印制了将近4万副

“颂党、富民”春联，并首次在春联上印
上了专属该镇的 logo，以便于让群众
进一步了解该镇的微子仁德文化。

“从腊八开始，镇村干部逐户登
门，为全镇每家每户送上至少一副春
联，确保家家户户大门上都能体现镇
党委、镇政府的关怀和祝福。”镇长沈
涛说，下一步，该镇还要邀请书法名家
为村民义写春联，为广大群众献上一
席新春文化盛宴。

“如今的路河镇经济快速发展、人民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如何进一步提高群
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将成为我们基层政
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奋进、坚定
前行的重要目标。”路河镇党委书记李红
军告诉记者，今年该镇将加快新型城镇
化建设步伐，兴产业强基础，抓民生促和
谐，推进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社会事业
全面进步，进一步向“城镇化的乡村、乡
村式的城镇”建设目标迈进，全面落实乡
村振兴战略，以优异的成绩向新中国成
立70周年献礼。

睢阳区路河镇

印制万副春联送群众

本报讯 （记者 邵群峰 通讯员
李鸿飞）为切实改善涉农社区环境卫
生面貌，优化居民生产生活环境，建
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睢阳区新城办
事处于 1月 2日启动涉农社区人居环
境大整治活动。通过广泛宣传、有效
发动、积极行动，全面掀起 6个涉农
社区人居环境整治高潮。

据了解，新城办事处全面吹响了
“向垃圾宣战，彻底整治脏乱差”的
集结号，组织共产党员志愿者、青
年志愿者、巾帼志愿者等 9支志愿者
服务队，结合物业服务公司，分赴
夏营、三商、武宅、花园、三和、
金桥等涉农社区，以清理村庄内

“建筑垃圾、生产垃圾、生活垃圾”
为重点，同时进行环境卫生大清
扫、大清理、大清运，持续开展人
居环境大整治活动。

连日来，在各个整治现场，凛冽
的寒风未能阻挡大家的干劲，每位

劳动者都发扬了不怕苦、不怕累、
不怕脏的精神，对涉农社区道路两
旁的碎石污泥、杂草落叶、烟头纸
屑等，按照“一眼净”的标准进行
彻底清理，并将长期乱堆乱放的柴
堆、料堆等杂物进行归整清运。各
个涉农社区随处可见党员干部和

“红马甲”忙碌的身影，场面热火朝
天。大家劳动的热情充分调动了居
民群众参与环境整治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纷纷自发加入到劳动大军
中。经过全面清理，各个涉农社区
的路面干净了，排水沟通畅了，公
共区域变得整洁了，人居环境、卫
生情况得到明显改善。

“我们的生活环境在一天天变
好，路上的垃圾少了，路边的杂物
清理了，我们这么好的环境连城里
人都羡慕。”夏营社区的党员志愿者
沈辉说，连日来，他与同伴多次参
加卫生整理，能为人居环境大整治

活动添砖加瓦感到十分自豪。
截至 1 月 20 日，新城办事处已

出动人力 4000 多人次，动用推土机
等车辆 60 多辆，清理杂物和小广告
500 多处，拆除乱搭乱建 60 多处，
治理废弃坑塘和旱厕 16 个，清运垃
圾 2500 余立方米，粉刷墙体 2 万多
平方米，整治活动取得阶段性成
果。

新城办事处党委书记潘福东表
示，人居环境改善是乡村振兴的重
要内容，新城办事处全体党员干部
将围绕涉农社区人居环境整治目标
任务和要求，精心组织，严格落
实，通过不断营造舆论氛围、完善
推进机制、加大执法力度，掀起人
居环境大整治活动热潮，使人民群
众的生产生活环境持续改善，获得
感、幸福感进一步提升，确保广大
人民群众过一个干净整洁、安宁祥
和的春节。

睢阳区新城办事处

涉农社区人居环境整治掀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