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焚烧秸秆与大气环境污染紧密相关，很大程度上，它已经成为冬春

季区域性大范围重污染的“元凶”。为加快推进秸秆禁烧及综合利用工

作，打赢蓝天保卫战，今年以来，玉丰镇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采取疏

堵结合的方式，严格禁烧管控，开展禁烧巡查，建立完善秸秆综合利用

体系，强力推进秸秆禁烧及综合利用，确保辖区内不着一把火、不冒一

缕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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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建设全省特色工业示范区、全省乡村振兴示范区、全省公园城市示范区

秸秆禁烧我们在一线

安居行动

安居区保石镇党建引领发展特色产业

香桃飘香助农增收
“这个好，又黄又大，熟透了……”

6 月 4 日，骄阳似火。安居区保石镇香

桃 产 业 园 内 更 是 一 片 热 火 朝 天 、欢 声 笑

语。近一百名村民在香桃园内采摘进入成

熟期的黄桃；包装房内，村民有的选果、有

的装箱，忙得不亦乐乎。

来自深圳的水果客商沙江涛订购了 40
万公斤香桃装车运往深圳、广州和香港等

地销售，“水果嘛，就是吃个鲜，我想快点运

走，快点卖出去！”沙江涛称，他的公司与保

石镇已合作三年，看中的就是保石香桃个

大、口感好，能够卖出好价钱。今年三月，

保石镇举行首届香桃订货会时，他便签下

了 40 万公斤的订单。

近年来，安居区保石镇通过党建引领、

产业结构调整，建设以党员带头的特色产

业示范村。通过发展香桃产业、为当地群

众解决务工。同时，以入股分红、劳务分红

等方式，利用农村闲置土地、剩余劳动力推

动产业发展。今年 4 月 10 日，保石镇成立

了香桃产业园党支部，为保石乡村振兴又

注入一股新鲜血液。

据了解，2014 年保石镇党委政府吸引

在外成功人士杨长铭回乡创业，建立了粟

旺种植专业合作社，通过流转土地 2500 多

亩，多方考察精心挑选，确定了脆桃、水蜜

桃和黄桃等数个特色品种。

香桃产业园 党 支 部 书 记 唐 成 贵 介 绍

说，园区采取“基地 + 农户 + 合作社”的模

式，经过几年的精心管护，今年进入盛产

期。预计今年香桃总产量将达到 110 万公

斤左右。党支部成立以来，通过网络和电

话，为香桃找到更多的订购客户，让果农

没有后顾之忧，这也将有力地促进香桃产

业的进一步发展。通过土地、人工入股等

多种方式，鼓励更多的党员干部加入种植

香桃的行业，真正起好党员示范作用，带

领更多的村民参与其中，支部也将协调公

司为其提供果苗技术等，真正让农民群众

的腰包鼓起来。“作为一名党员，我有义

务做好带头人，要在脱贫攻坚中尽自己的

一分力量。通过发展产业带领村民们脱

贫致富，是目前最适合本地的方法。”唐成

贵说。

保石镇党委书记陈才称，香桃产业园

区党支部为返乡创业人员牵线搭桥、出谋

划策、排忧解难，成为返乡创业人员的坚强

后盾。党支部通过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

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动一批人加入

到创新创业的浪潮中，为保石经济社会发

展添砖加瓦。党支部突出以服务为主，代

表返乡创业人利益、反映返乡创业人愿望、

维护返乡创业人合法权益、起到桥梁纽带

的作用，走抱团致富之路，利用好返乡创业

支部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作用，引导、发

动、组织广大创业者把先进技术、资金、信

息和经营理念带回保石，助力保石经济社

会发展。党支部的成立，进一步增强了基

层党组织在农民中的凝聚力、号召力，加强

保石镇农民服务保障，引领农民积极返乡

创业；发挥党建促产业振兴的引擎作用，深

入开展“产业建支部、支部强产业”活动，适

应乡村振兴和党的建设新形势、新任务的

要求，通过香桃产业带动、环境整治联动、

返乡人才拉动、党支部推动，全面推行“红

色引领绿色发展”理念，通过综合施策助凤

还巢，助力保石乡村振兴。

如今，保石镇党建引领发展特色产业，

已给全镇村民带来了看得见的收益。杨长

铭称，每年五月二十号左右“早春”便开始

成熟，如今黄桃进入成熟期，“十三号桃子”

“五月脆”“霞灰八号”“晚福景”等也将相继

成熟，整个基地全年都需要很多农民工，修

枝、除草、造型、疏果、采摘，每天平均需要

50 人左右，全年用工达到 1.5 万人次以上，

发放人工工资接近 200 万元，切实解决了保

石镇村民的务工和生活问题。

（全媒体记者 黄焱）

宣传发动
强力推进秸秆禁烧

“家里的油菜都收割了吗？今年的收

成还不错吧？收割后的秸秆千万不能烧

啊，这焚烧秸秆不仅污染环境、对你们身体

不好，还容易造成火灾等事故。”5 月 15 日，

玉丰镇党委书记陈坤带着秸秆禁烧工作人

员一起深入田间地头和禁烧一线，向农户

耐心宣传和解读秸秆禁烧政策。

秸秆焚烧一直是一种农村陋习，具有造

成严重的大气污染、危害人体健康、形成大

雾影响通行安全、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

等危害。据了解，玉丰镇共有 22 个行政村，

种植 3600 亩油菜。自油菜开镰，该镇党委

政府全体人员便进入秸秆禁烧的“战斗”状

态。他们坚守在秸秆禁烧第一线，死盯死

守，确保该镇的 3600 亩油菜地不燃一把火、

不冒一处烟。

“秸秆处理一直是农户面临的一大难

题。”陈坤告诉记者，今年，玉丰镇积极探索

“事前监控、事先预警”的禁烧工作方式，通

过租赁无人机开展秸秆面积测算、易燃区域

划定工作，对 G318 线、玉大线等村社全覆盖

测量，编制易燃区域图，对重点地区开展重

点关注，扎实做好秸秆禁烧工作。

同时，玉丰镇还通过召开专题工作部

署、推进会议，利用镇、村两级广播广泛宣

传秸秆禁烧与综合利用的好处及焚烧秸秆

产生的危害，并悬挂标语 32 条，每天出动

宣传车 2 辆，全天候宣传秸秆禁烧工作，进

一步增强广大农民禁烧秸秆的自觉性。

网格化管理
加大禁烧管理力度

“大家一定要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采取

青贮等环保的方法处理秸秆……”5 月 27
日，正值玉丰镇赶集日，几名工作人员正在

就秸秆禁烧进行宣传。

据悉，自 5 月以来，玉丰镇油菜收割正

在忙碌进行，为进一步加强秸秆禁烧和综

合利用工作，保障空气环境质量，该镇及早

谋划、加大宣传、全面行动，对秸秆禁烧工

作实行网格化管理，确保“不点一把火，不

冒一股烟”。

据了解，玉丰镇建立了以乡镇为单位、

村 为 基 础 、小 组 为 单 元 的 网 格 化 管 理 体

系。乡镇、村组层层组建巡查队伍，落实巡

查人员，在农作物收获期开展全天巡查。

禁烧区内确定一名乡镇班子成员专门负责

秸秆临时堆放点，并按组别划分，做到有一

名乡镇工作人员联系、一名村干部负责、一

名具体监管责任人。

同时，玉丰镇还积极组织人员、车辆在

本辖区开展全方位、多形式的禁烧宣传，通

过宣传教育，让群众明白露天焚烧秸秆属

于违法行为，教育引导广大群众积极开展

秸秆综合利用，自觉遵守禁烧规定，营造禁

烧工作的浓厚氛围和强大声势。此外，玉

丰镇还成立督导组，坚持“全体干部、全时

段”的宣传巡查原则，将下午 2 点到晚上 10
点分为 2 小时一班，分时段到人，实现人息

车不息，对辖区内不间断进行“地毯式”检

查，确保禁烧宣传巡查到点到位。

变废为宝
推进秸秆综合利用

以往，农民们对秸秆的处理要么选择

露天焚烧，要么运出后另寻他地进行填埋，

对环境影响较大。

5 月 16 日，在玉丰镇鸡头寺村的田野

里，村民们将秸秆运到路边，在工人的帮助

下依次把秸秆搬上车。这些秸秆将被运往

位于金龟村的顺腾菌类有限公司，通过无

人机测绘面积，精准计算补贴资金、合理规

划回收路线和时间表，实现对主要道路周

边秸秆的有效回收利用。

“这里等待处理的秸秆不仅有玉丰镇

的也有附近乡镇的。”该公司负责人告诉记

者。在不远处的加工车间里，秸秆切割粉

碎机、搅拌机等正开足马力运转，各式机器

轮流上阵，干净利落地完成了秸秆切割、粉

碎、打沫、装袋等作业。“以前最犯愁的就是

怎么处理这些秸秆。现在好了，统一回收

利用，把过去的废物变成了宝贝。”看着一

袋袋装好的秸秆沫，玉丰镇副镇长罗雪梅

在一旁连连称赞。

“堵疏结合，变堵为疏，是近年来玉丰

镇禁烧秸秆的‘法宝’。”罗雪梅告诉记者，

为有效防治秸秆焚烧，提高秸秆的综合利

用率，玉丰镇创新工作思路，在大力宣传秸

秆禁烧的基础上，积极寻找秸秆综合利用

新途径，通过与顺腾菌类有限公司签订秸

秆回收利用协定、企业回收能源化和打包

储存肥料化等方式解决秸秆处理难题，改

善了生态环境。

“我们将秸秆加工后，再次出售，实现

了秸秆的经济价值。经我们加工后的秸秆

可以做饲料，也可以用于生产沼气。”顺腾

菌类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一边操作着秸秆粉

碎机，一边向记者介绍，该公司在回收、运

输、加工方面实行一条龙服务。“公司通过

每年处理秸秆，可切实解决周边乡镇、街道

百姓焚烧秸秆从而导致大气污染等问题。”

下一步，玉丰镇将继续强化措施，狠抓

工作落实，继续把秸秆禁烧工作作为工作

重点，持续改善全镇环境空气质量，保护人

民群众身体健康，有力推动全镇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再上新台阶。

（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

驱散田野上的烟霾
——玉丰镇推进秸秆禁烧及综合利用工作纪实

6 月 3 日，区公安分局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以“大清查、大管控、大巡防”为主题的集中清查整治行动。活动重点对辖区内的娱乐场所、旅店业、交通卡点进行重点清查和盘查，同

时对携带管制刀具、涉危涉爆等危险物品和涉黄、涉赌、涉毒等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图为检查现场。 实习记者 戴广伟 摄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召开环卫工作会

切实提高城区环卫保洁质量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黄焱）6 月 4 日，区综合行

政执法局召开环卫工作会议，对上半年环卫工作进

行点评，对下半年工作进行安排和部署。环卫所管

理人员、管段人员、驾驶员参会。

会议对 2019 年上半年环卫工作做了系统的总

结，分析当前还存在的问题，部署 2019 年下半年环

卫工作，将进一步加强环卫工人的管理，继续以一

种务实的工作态度和扎实的工作作风，将工作做到

每个角落，切实提高城区环卫保洁质量。

会议指出，环卫工作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具有

反复性高、动态性强的特点，区委、区政府和广大人

民群众对环卫作业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精

细。环卫工作要时刻绷紧环卫作业质量“净”字这

根弦不放松，时刻想在心里、记在脑里，经常开展

“回头看”，才能确保作业质量不滑坡、不反弹。

就做优做实下半年环卫管理工作，会议要求，要

加强管理，充分认识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加强

对环卫管段人员、环卫工人的管理，强化考核，确保

所有人员在岗在职，保证所负责的区域干净整洁、

无垃圾遗漏。要加强对环卫工人、驾驶员的安全教

育，重点督查环卫工人作业时有无穿戴反光背心等

安全防护装备，时刻提醒环卫工人、驾驶员在作业

时保障自身安全，确保无安全事故发生。

磨溪镇

强化基层党组织作风建设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黄焱）近期，磨溪镇党委

针对村（社区）党组织贯彻落实“三会一课”“四议两

公开”制度执行不够、落实不力等问题，采取三项措

施，狠抓工作落实，着力强化基层党组织作风建设。

在坚持问题导向上抓落实，找准找实各村（社

区）在落实“三会一课”“四议两公开”制度上存在的

主要问题，镇党委指派专人对全镇 17 个村（社区）

2017 年以来落实“三会一课”“四议两公开”情况进

行全覆盖检查，逐村梳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并要求

各村（社区）召开专题支委会，提出有针对性的整改

措施，驻村干部全面跟踪落实，逐项整改。

在深化教育培训上抓落实，着力在学懂、弄通、

做实上下功夫，对 17 个村（社区）党组织书记、驻村干

部进行专题集中培训，重点学习《中国共产党支部工

作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和“三会一课”“四议两公开”制度的内容和流程，并就

如何规范落实“三会一课”“四议两公开”提出了具体

要求和措施，切实增强了村（社区）党组织书记规范抓

“三会一课”“四议两公开”的责任意识。

在压紧压实责任上抓落实，要求村（社区）党组

织书记扛起主责，当好主角，把“三会一课”“四议两

公开”制度的每一个会议、每一项任务抓实、抓细、

抓到位，亲自督促整改落实。截至目前，全镇 17 个

村（社区）已全部召开专题支委会，针对落实“三会

一课”和开展村级重大事项决策上存在的问题，逐

项提出了整改措施，确保整改任务落实到位、整改

到位。

安居区多部门联合查处
1起泔水喂猪违法行为

泔水喂猪是导致非洲猪瘟疫情传播的主要途径

之一。为降低非洲猪瘟的风险，安居区严厉打击泔

水喂猪行为。

6 月 4 日晚，区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站接到群众

举报，位于柔刚街道书院沟社区 3 组的居民钟某长

期用泔水喂猪。接到举报后，区农业农村局畜牧兽

医站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将泔水封存，要求钟某禁止

移动泔水猪。6 月 5 日上午，区农业农村局采取泔

水样本后，立即联合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综合行

政执法局、柔刚街道、安居镇派出所等相关部门，并

迅速对 4 头泔水猪作扑杀处理。

据了解，该养殖户从今年年初购入三个猪崽，通

过从工地、小区等地长期大量收集餐厨剩余物，用

于喂养三头仔猪和一头母猪。记者看到，现场到处

陈列着桶装泔水，不仅存在霉变现象，还伴随异

味。现场工作人员在完成一系列准备工作后，在当

事人的配合下，顺利扑杀了 4 头泔水猪，并将其运往

无害化处理厂按要求严格处理。

泔水是人吃剩的饭菜，里面有很多经人散播出

的传染病细菌、病毒和寄生虫（卵）等病原微生物，

猪吃了这些泔水很容易得病。因为非洲猪瘟病毒

可在泔水中长期存活。有的养猪场设备简陋、环境

卫生极差，同时，泔水容易腐败变质，产生霉菌毒

素，猪吃了容易拉稀，影响生长，不长肉还掉膘，还

要花钱打针。因此，严禁泔水喂猪不仅能防止餐厨

废弃物进入人类食物链、保证食品安全，而且对阻

断非洲猪瘟、猪链球菌等动物疫情传播起到关键性

作用。

事实上，安居区早在 2018 年 10 月份就发布了告

知书，明文禁止辖区内所有生猪养殖者不得使用餐

厨剩余物（泔水）喂养生猪，如有违反者，将根据相

关条例进行处罚。

区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叶维康告诉记者，广大

养殖户要严格按照相关要求，严禁使用泔水喂猪，

同时做好圈舍及周边环境的消毒工作就能有效防

控非洲猪瘟，一旦发现有泔水喂猪的现象，按照要

求立即扑杀，情节严重的将依法移送公安机关，欢

迎广大群众举报泔水喂猪的现象。

（全媒体记者 王超）

高度戒备 严防死守
坚决打赢非洲猪瘟防控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