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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新田乡
马庄村村民李爱生和儿子像往常
一样 !打扫完自家院子 !便扛着铁
锹和扫把出了门!加入到正在街巷
里保洁的马庄村党员服务队伍当
中 !收集垃圾 !铲除杂草 !清扫巷
道"

清扫完街巷!

#

点钟!干部们回
到村委会坐班!其他党员则忙开了
自己的生活 !经商的经商 !打工的
打工!下地的下地#$

村口那座占地
$%

余亩的游园
里!月季盛开!绿树掩映!百余名妇
女正随着欢快的音乐声跳着广场
舞%

一排排整齐的二层庭院!一行
行翠绿欲滴的行道树!一簇簇怒放
的月季花!马庄村给人的感觉完全
颠倒了人们传统思想中对农村的
印象&柴堆垛垛'煤堆处处'污水横
流'畜粪遍布$$

像马庄村这样的党员服务队!

在侯马市每个村都能见到他们的
身影"

作为山西省县域面积最小的
市 !侯马市只有

&

个农村乡 (办 )'

'!

个行政村' 两个改为社区的村'

()

万多农民!农村地域面积'农业
总量'人口比例相对比较小% 近几
年!经过两轮*五个全覆盖+和创建
全国卫生城市活动!农村的村容村
貌和生活环境有了明显改观%

*+,&

年
,,

月!侯马市出台了,美丽乡村
建设实施方案-! 坚持把美丽乡村
建设与秀美文明侯马建设'产业发
展'农民增收和民生改善紧密结合
起来 !按照家园美 '田园美 '生态
美 '生活美的标准

-

实施 *硬化 '绿
化'亮化'净化'文化'美化+六化目
标和以 *垃圾集中处理 '生活污水
综合利用'旱厕改造'集中供热'天
然气入户 ' 自来水入户和健康服
务+为主要内容的七项城乡一体化
工程!全面建设宜居宜业的美丽乡
村 ! 进一步提高乡村居民生活品
质! 促进生态文明

-

提升群众幸福
感%

凤城乡北王村党支部书记祁
保健指着村里两行三四米高的雪
松'塔柏说&农村靠什么留住人. 一
个是卫生!一个是绿化" 只有环境
美了!老百姓才会觉得幸福/

北王村的大街小巷以前也是
光秃秃的 !没有一颗大树 !老百姓
夏天乘个凉都没地方!村委会大院
到处拴着牛羊!臭烘烘的" 祁保健
上任以来!

,"

多年来如一日! 坚持
不懈地搞绿化!栽种了雪松'塔柏'

金皮槐'黄杨球!修建了公园!整个
村庄都处于绿树环抱之中 0 投资
.%%

多万元! 实施了污水管网铺设
和农村危旧房改造工程!成为侯马
市唯一的美丽乡村省级示范村"

侯马是全省唯一的城乡一体
化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近年
来 ! 大力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
化! 全市所有村通上了公交车!

*/

个村通上了天然气'

..

个村铺设了
排水管网'

/0

个村接上了城市自来
水!

*%

个村建成了老年人日间照料
中心!数字电视和网络提速都实现
了全覆盖 0今年 !又启动了农村清
洁取暖全覆盖工程!

)*

个城郊村'

城中村今冬将告别烧煤取暖!和城
里人一样用上集中供热"

美了富了乐了

*让家风'家训上墙!让党员牌
子亮起来" +高村乡小韩村党员苏
小屯指着自家门口的 *家训 +牌和
*共产党员户+牌说&*村看村'户看
户!群众看得是党员" 喊破嗓子不
如做出样子!我们每个党员带头树
起了好家风!村里的风气自然就好
了" +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侯马市不
仅注重硬件投资 ! 更注重软件建
设" 各村在完善村庄规划好'建筑
风貌好'环境卫生好'配套设施好'

绿化美化好 '自然生态好 '管理机
制好*七个好 +的同时 !把建立 *村
规民约+和文明乡风作为维护美丽
乡村的长效机制" 各村积极开展移
风易俗活动 !普遍建立了 *红白理
事会+! 白事不动鼓乐' 不披麻戴
孝!红事不铺张浪费'不搭彩门0建
立*善行义举榜+*道德讲堂+!采取
*身边人讲身边事' 身边事教身边
人+等形式!让干部'乡贤'能人'党
员 '群众人人都能走上讲台 !展示
才艺!交流经验!*讲经说法+!学习
*最美人物 +!唱响 *最美声音 +!传
递*最美精神+"

凤城乡西城村邀请
*%

多名在
外工作的本村籍人员回村召开座
谈会! 为建设美丽乡村建言献策"

在山西师范大学成人学院担任党
委书记的黄文选!组织了美术学院
)%

余名大学生!利用暑假来到西城
村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为村里勾画
了

*%

幅文化墙!内容涉及*一带一
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孝
老爱亲 +等 !成为西城村的一道美
丽街景"

品尝瓜果 !观赏花草 !畅游农
场!体验古建$$在上马办事处张
少村*芳草香+农业示范园!络绎不
绝的市民利用周末 '节假日 !兴致
勃勃地来这里休闲消暑"

张少村芳草香农业示范园!是
侯马市重点打造的现代生态农业
示范园" 项目充分依托张少园区设
施农业基地和紫金山浍河风景名
胜旅游区! 规划配套了餐饮住宿'

旅游购物 '露营野炊 '垂钓娱乐等
设施 !目前 !示范园区已吸引晋南
区域著名苹果'樱桃'红枣'西瓜等
原产地品种入住!初步实现了产业
化 '规模化 '集聚化的良性互动发
展" 今年

&

月!芳草香农业示范园
承办了该市*

*%)'

晋都新田文化旅
游季1五月花海 + 开幕式 0

!

月
)%

日 !又举办了 *晋都新田文化旅游
季1六月瓜香 +暨 *幸福美张少 +第
二届西瓜音乐节!掀起了一波又一
波的旅游热潮"

*俺这些年靠种植大棚西瓜!

盖起了楼房!还给儿子娶了媳妇" +

张少村
&'

岁的瓜农董瑞利乐呵呵
地说 !乡村游开展以来 !他的西瓜
销路更好了!他家今年的

#

亩大棚
西瓜!纯收入

!

万多元"

*美丽乡村只是路径 !更重要
地是让农民们富起来'乐起来/ +侯
马市委书记王煦杰介绍!侯马人多
地少 !不是农业大县 !农业的出路
不在*大+!而在*精+" 我们坚持推
进设施农业'高效农业'观光农业!

尤其加快发展农村电商和乡村旅
游!目前全市*村淘+服务站总数达
到

&%

个!去年*双十一+期间 !*村
淘+成交额'销售量均居全省第一"

全市农民增收势头强劲!

*%)!

年!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

元!位居山西省前列"

省农村环境集中整治行动督查组在我市督查
1 1

本报讯!记者 张跟慧"

#

月
*.

日! 省财政厅农村综合
改革处处长王上福带领省农
村环境集中整治行动专项督
查组在我市进行督查"临汾城
乡环境整治办相关负责人和
我市政协主席'市城乡环境集
中整治领导组常务副组长田
怀宇陪同督查"

督查组一行先来到了凤
城乡北王村'西城村!了解了
这里结合*党建

&2

+开展城乡
环境整治工作摸索出的优秀
经验和做法0在上马办单家营
村实地查看了农村集中供热
项目!通过走访农户和询问项
目负责人!对我市农村集中供
暖项目实施进度以及村民家
庭在取暖'自来水设施使用满
意度等方面有了细致了解"督

查组对来高村乡下平望村率
先开展农村污水综合利用试
点工作!以及新田乡马庄村发
挥党员带头作用!建造文化广
场提高村民的居住舒适度的
做法给予了高度赞赏和评价"

每到一处!督查组还仔细查阅
了乡(办)'村以及我市城乡环
境集中整治办公室在此次行
动中收集整理的各种资料!充
分肯定了我市建立的留痕机
制'督办体系以及督查办法等
措施"

督查组认为 ! 我市起点
高!标准高!在城乡环境集中
整治工作治乱'治垃圾'治污
水以及治农业面源污染上却
得明显成效0能够
结合自身实际!探
索出一套完整的

工作体系和方法!充分发挥党
员的带头示范作用!以党建为
统领!创新工作模式!让城乡
环境整治工作能够真正达到
长效化和常态化!确保这项惠
民利民举措持续下去"

督查组希望我市继续提
高标准!提高认识!主动学习
其他地区优秀做法!做到博采
众长!彰显特色0要继续探索
新的方式和管理办法!坚持规
划到位! 全面改善城乡环境0

要从根本上加大对全市居民
的宣传工作力度!将文明理念
灌输于民!也让全市人民能够
自觉投入到环境整治这项行
动当中!共同创造美好家园"

邮储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侯马市营业部正式成立
1 1

本报讯 !记者 张留高

通讯员 王平"

#

月
*.

日!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三农金融事
业部侯马市营业部揭牌仪式
在邮储银行侯马市支行三楼
会议室隆重举行"副市长梁明
军'邮储银行侯马市支行行长
肖莉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出席
揭牌仪式"

会上!与会人员共同观看
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三农金
融事业部山西省分行成立大
会视频"

近年来!邮储银行侯马市
支行积极贯彻落实市委'市政
府在*三农+方面的重要决策
部署!充分发挥雄厚的资金实
力和网络覆盖城乡的独特优
势!坚持扎根农村'服务农业'

贴近农民!持续加大对*三农+

的金融支持力度!走出了一条
独具特色的普惠金融发展之

路"

肖莉在致辞中说 ! 在市
委' 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
监管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大力
支持下!邮储银行侯马市支行
一定能够担当好三农金融改
革先行先试的重任!持续提升
金融 *惠农+'*便农+'*利农+

水平!为我市加快转变农业发
展方式!率先推进农业现代化
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梁明军在讲话中指出!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三农金融事
业部侯马市营业部挂牌成立!

是我市金融支持*三农+工作
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促进全市
*三农+ 事业不断发展的一件
喜事! 更是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和省委' 省政府及市
委'市政府关于金融支持*三
农+ 重大战略部署的重要举
措"梁明军希望侯马市支行以

组建三农金融事业部侯马市
营业部为契机!进一步整合资
源和优势!聚焦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 新型城镇化建设'

精准扶贫攻坚等重点工作!做
大做强'做精做细*三农+金融
服务!切实承担起金融支农和
金融扶贫的责任"以三农金融
事业部成立为新的起点!继续
发扬务实进取'开拓创新的精
神!进一步做实'做细'做专三
农金融业务!当好侯马*三农+

金融服务的主力军!为加快建
设经济文化强市!加快农业结
构调整和农村脱贫攻坚!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做出新的更大
的贡献"

仪式上!梁明军和肖莉共
同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三农
金融事业部侯马市营业部正
式成立揭牌"

合力监护 相伴成长

市民政局开展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活动
1 1

本报讯 !通讯员

周千楠"为贯彻落实中
央'省市关于关爱留守
儿童工作精神!进一步
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
爱保护工作!使他们能
够快乐生活 ' 健康成
长!

#

月
,!

日上午!市
民政局在高村乡'上马
街道办事处举行了农
村留守儿童*合力监护
相伴成长+关爱保护专
项活动暨 *温暖包+发
放仪式"

市民政局在广泛
宣传发动' 详细调查摸底登
记'走访入户基础上!由市救
助管理站对符合条件的留守
儿童进行了分年龄' 分年级'

分性别'分情况的特色精准帮
扶! 为他们准备了智力玩具'

学习用具和生活用品!此次共

登记留守儿童
,++

名"

在*温暖包+发放现场!工
作人员分别向高村乡

*0

名'

上马办
&/

名
,!

周岁以下的
农村留守儿童发放了整理箱'

小课桌'书包'文具盒'暖瓶'

洗漱用具及智力玩具等用品!

孩子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
笑" 监护人也纷纷表示!感谢
社会各界的关爱!一定会克服
困难'尽职尽责!努力把孩子
们培养为社会主义的合格接
班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