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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提高空气
质量袁扬州梅岭街道广储社区强化源头控制袁通
过野调结构尧治废气尧强监管冶三大举措袁全力推
进大气污染防治各项工作遥

自扬州梅岭街道网格化社会治理工作开展
以来袁扬州梅岭街道广储社区通过野五联五共冶袁
即凝聚网格合力尧环境联管尧事务联议尧难题联
处尧矛盾联调袁形成野共建尧共治尧共管尧共享尧共
荣冶的网格化社会治理模式曰联合片警尧城管尧物
业等成立大气污染防治专项工作小组遥 开通精
准防治直通车袁破解大气污染 3 个野点冶遥

源头治理直通车
打通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野堵点冶

结合扬州梅岭街道广储社区饭店多尧 沿街
商铺多尧宾馆多的野三多冶特点袁社区联合城管尧
辖区民警以饭店油烟源头治理为出发点袁 对辖
区经营商户进行了油烟排放管控治理袁 确保每
家饭店都装有油烟净化器袁 并安排城管队员加
强监督检查袁确保营业时油烟净化器开启遥

多元共治直通车
破解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野难点冶

扬州梅岭街道广储社区在锅炉整治工作中
也经历了一波三折遥遇到难劝导的私营单位袁更
要整合多方力量多次上门协调遥 目前辖区内锅
炉改造事宜已完成遥

居民自治直通车
改变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野弱点冶
扬州梅岭街道广储社区老人多尧老小区多尧

外来人口流动大遥 为转变居民野事不关己冶的思
想袁定期组织居民进行大气污染防治学习袁融合
网格化社区治理工作袁 带动和引导群众积极参
与大气污染防治袁让野社区是我家袁防治靠大家冶
的理念深入人心遥

吴志海 吴俊

野种无花果硬是划得来袁采摘期从 5
月开始至 11 月结束袁前后达半年之久遥
今年亩产量至少有 850 公斤袁按每公斤
12 元计算袁亩收入在万元以上遥 冶9 月
15 日袁 四川泸州市江阳区况场街道普
潮村无花果种植大户朱秀洪袁 一边在
自家院坝销售无花果袁 一边跟笔者聊
天遥 同行的村党支部书记罗云涛介绍
道袁 朱秀洪之所以能靠种无花果亩入
万元袁主要在于他有生态种养优势袁种
有道尧卖有方遥

种有道袁养鸡捕虫生态好
走进朱秀洪枝叶葱郁的无花果园袁

满目青翠袁果实累累袁空气中弥漫着无
花果淡淡的香气遥 只见果园深处袁百余
只土鸡散养林下袁正在啄虫吃草遥 野可别
小看这些土鸡袁它们吃虫除草袁可以为
我省去了一大笔人工费用遥 冶朱秀洪颇
有心得遥

今年 53 岁的朱秀洪袁2014 年在外

务工时袁一次偶然的机会了解到无花果
的种植和市场前景遥他返乡流转 40 亩土
地袁引进了波姬红尧金傲芬尧黑珍珠等优
良无花果品种进行规模化种植遥 朱秀洪
说袁选择引种无花果袁缘于无花果是名
贵中药材袁具有健胃清肠尧消肿解毒尧润
肺止咳等功效袁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
微量元素袁经济价值较高袁市场前景看
好遥

为让无花果绿色生态袁 摘下就能
吃袁他严格按照有机食品的生产标准田
间管理袁确保无花果品质遥 朱秀洪说袁
无花果树是不能打除草剂的袁 否则果
苗不长袁果树也长不大遥 针对无花果这
一野洁癖冶袁他在果园里循环放养 200 多
只土鸡袁 每天都将土鸡赶进果园自由
捕食遥 野这些土鸡进园后袁就像果园清
洁工袁专门负责耶打扫爷卫生遥 它们不光
捕虫子尧 吃青草袁 还能给果园松土透
风袁有利于果树生长遥 冶而且袁在果园循
环放养的土鸡袁 一年还能给朱秀洪创

造上万元的收入遥

卖有方袁果园旅游采摘销
自 5 月无花果陆续成熟以来袁朱秀

洪就在自家院坝里搭起了个临时无花
果销售摊位遥 他家院坝与泸州至宜宾的
省道连在一起袁还在摊位前后竖起了两
块大型宣传牌袁吸引游客前来采摘遥 野自
从无花果陆续上市袁我每天都要卖出几
百斤袁多时 1000 多斤遥 冶朱秀洪说袁节假
日里多是客人自己采摘遥

从 2017 年开始袁朱秀洪的生态无花
果挂果后袁 他就开始思考卖果新方法袁
让生态无花果收益最大化遥 朱秀洪告诉
笔者袁他考察泸州多家果园发现袁很多
水果种植户因产量大而且上市时间集
中袁 大多还靠传统的批发售果方式袁经
水果商贩出售袁 在价格上总是受制于
人遥

野我的无花果是陆续成熟的袁没有
集中上市形成的销售压力遥 冶随着近年

城市居民生活品质的提高袁大家向往生
态良好尧环境优美的乡村袁节假日时兴
乡村自驾游遥 鉴于此袁朱秀洪利用果园
距离省道 100 米的便利袁 开放果园接待
前来体验采摘的游客遥 他将优质无花果
的采摘价格定在每公斤 12 元左右袁这个
价格甚至比市价还低 4-8 元遥 通过价格
心理战术袁 果园吸引了一批长期回头
客遥

野其实果园生态环境建设好了袁我
还是大有效益空间的遥 冶朱秀洪算着账
说袁 如果批发给商贩袁 每公斤无花果
仅收 8 元袁如果亩产 850 公斤袁亩收入
还不到 7000 元袁而且采摘还要费时费
力雇人工遥 现在果园生态采摘体验袁
加上省道旁的摊位销售袁 每公斤售价
高出 4 元不说袁 三成以上果子都由游
客自行采摘袁 给他节省了不少时间和
劳动力遥 目前袁 朱秀洪的无花果每亩
收入上万元袁 能比批发给果贩多挣
3000 多元遥

荨位于日东乡境内的赣江源自然保
护区森林覆盖率达 94.4%袁 这里有着良好
的森林和植被环境袁 眼下森林里色彩斑
斓秋意浓浓景如画遥 本报记者朱燕摄

今年以来袁 甘肃坚持把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第一场硬仗袁 扎实推进 野三大革
命冶野六项行动冶袁各项工作取得了一
定的阶段性成效遥

据介绍袁在野厕所革命冶方面袁甘
肃将积极探索适合各地实际的改厕
模式袁 确保完成农村户厕改建新建
年度任务和村级公厕建设任务遥 在
野垃圾革命冶方面袁在现有的两种治
理方式基础上袁 探索其他更好的无
害化处理办法遥在野风貌革命冶方面袁
将重点推进拆违治乱遥 在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方面袁将抓好试点袁把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与改厕结合起来袁统

筹谋划尧协同落实遥在废旧农膜回收
与尾菜处理利用方面袁 将重点研究
如何提高财政补贴效率袁 同时支持
科研机构尧企业等加强地膜回收尧尾
菜利用相关机械设备尧 工艺流程的
研究袁不断提高回收利用效率袁降低
成本袁让企业有钱可赚袁形成市场化
的良性运营模式遥 在农村公益性设
施共管共享方面袁 年内要完成村级
理事会组建全覆盖袁 落实好配套管
护基金袁 坚决杜绝公益性岗位人员
选聘与民争利尧优亲厚友现象袁坚决
整治野人情岗冶野关系岗冶遥 在村庄规
划编制方面袁 将在年底基本划定聚
集提升类尧 城郊融合类尧 特色保护

类尧搬迁撤并类等村庄分类袁在此基
础上全面开展村庄布局尧 村庄建设
等规划袁做到应编尽编遥 在野四好农
村路冶建设方面袁要有序推进自然村
组道路向进村入户延伸袁 同时加强
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和路域环境整
治工作袁提高农村客运服务水平遥
在畜禽养殖废弃物及秸秆资源化
利用方面袁 提出畜牧大县和规模
养殖场要加大推进力度袁 重点要
调整种植结构袁加强种养结合袁扩
大野粮改饲冶实施范围和面积袁配套
安装粪污处理设施袁 鼓励农业生产
施用有机肥遥

吴晓燕

阴周超文 刘梅

“五联五共”织张网
共创共享新蓝天

甘肃院

全力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硬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