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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登玉皇顶、漫步抱朴谷、鸟瞰西游记漂
流……暮春时节，行走在随县淮河镇，这片充
满活力和神奇的土地上，令人强烈地感受到
这里的生态、文化旅游给游人带来的震撼。

近年来，淮河镇依托本地独特的山水资
源、地理条件、人文特色，全力挖掘当地的淮
源文化、西游文化、神农文化、中医文化等文
化资源，打造“全域旅游、全景淮河”的发展业
态。

发掘淮源文化。依托地处淮河源头的地
理条件，借助成功申报国家级湿地公园的东

风，积极推进淮源生态特色小镇建设。汪湾环
境改造及“民宿民居”项目投入资金 600 余万
元，建成精品民宿 5套，完成 15套农户房屋包
装改造以及水网、微电网改造工程；投入 400
万元的龙泉村“田园综合体”项目，建成占地
16 亩生态停车场 1 处、占地 5000 余平米村民
综合文体广场 1个，完成游客接待处的建设，
正在建设占地 37亩的生态停车场项目。

宣扬西游文化。西游记漂流项目旨在打
造“中国西游文化第一漂”，2018 年获国家体
育总局颁发的《湖北西游记漂流体育旅游线

路》，去年接待游客 27万人次，实现直接营业
收入 3000 余万元。目前，漂流公司引入随县
慧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投资 5000 万元，共同
开发建设西游记极限乐园项目，新建玻璃桥、
七彩旱雪滑、丛林飞梭、步步惊心等项目，促
进该项目从夏季游逐步转向四季游。

弘扬养生文化。抱朴谷养生产业园项目
着力构建中医药养生福地，近年来累计投资
近亿元，新建木屋别墅 8幢、游步道 10000米，
完成河道整治 500米，建成占地 500平方米的
中草药标本馆 1 座，完成飞拉达攀岩项目建

设，成功举办“抱朴谷萤火虫文化旅游节”，影
响力大幅度扩展，累计接待游客 7.5 万余人
次。

挖掘神农文化。神农部落项目致力于打
造集旅游观光、休闲娱乐、部落文化于一体的
乡村旅游度假区，近年来投资 1亿余元，建成
4个生态停车场，完成主道路硬化 10公里、河
道治理 12 公里，修复古栈道 25 公里，修建景
观坝 30 余座，整理山田 1000 余亩，完成炎黄
溪谷地质公园修建工作，完成核心景点太阳
神祭祀广场、月神祭祀广场建设。

“垃圾分类既方便了我们，又改善了生
活环境，受益的是我们这些村民，我们肯定
欢迎啊！”日前，记者来到曾都区万店镇槐东
村十二组居民点，每户村民门前都摆放了两
个垃圾分类筒，村民对垃圾分类表示欢迎。

2018年，槐东村十二组作为万店镇垃圾
分类试点率先推动。“刚开始村民不理解，但
新鲜的事物都有一个接受的过程，我们通过
党员带动，村村响、小手拉大手、标语等形式
进行广泛宣传，村民对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

参与度不断提升，目前，垃圾分类工作已经
在全村全面推开。”槐东村党支部书记何少
兵介绍。

去年，万店镇在试点村的基础上，逐步
在全镇扩大垃圾分类覆盖范围，实现乡村垃
圾分类全覆盖。

为更好做好垃圾分类工作，该镇为农户
配发了垃圾分类桶，指导农户按照“两次四
分法”将生活垃圾进行分类，按照“会腐烂”
和“不会腐烂”先把垃圾进行一次分类，村保

洁员在农户分类基础上进行二次分类，将
“不会腐烂”垃圾再分为“可回收（好卖的）”
“不可回收（不好卖的）”“有毒垃圾”三类，会
腐烂的垃圾由保洁员收运至田间地头进行
堆肥。不会腐烂中“好卖的”投入临时存放间
储存，由专人定时上门回收。“不好卖的”和
有毒垃圾按照“户集村收”经乡镇转运后统
一处理。

为确保垃圾分类落到实处，该镇还制定
了垃圾分类管理办法等制度，一周一督办、

一月一检查、一季度一评比，要求各村（居）
委会必须召开村组干部、党员、保洁员专题
会，对垃圾分类进行广泛宣传，并严格督促
村民执行。

“我们从改变群众生活习惯、精心组织
实施和加强保障措施三个方面入手，广泛宣
传垃圾分类对生活带来的好处，干部到户督
促指导，分发垃圾桶，购置清运车，最大限度
把垃圾分类工作推向一个新的台阶。”万店
镇党委副书记刘雄姿介绍。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南宣）
近期，曾都区南郊办事处将城乡
环境整治与爱国卫生运动、“三
个示范”（示范街巷、示范村湾、
示范机关）创建统筹起来抓，上
下一盘棋全面提升城乡环境质
量。

扎实推进城区环境秩序整
治。发动全民参与，对主次干道
路面及绿化带全面清扫、定期冲
洗，及时收集清运垃圾，保持主
次干道常态化清洁。做好背街
小 巷 日 常 保 洁 和 垃 圾 分 类 处
理。清理小区卫生死角，规范车
辆停靠，有序摆放物品。开展农
贸市场专项整治和“除四害”集
中行动。改造瓜园、柳树淌、马
家榨、白云、齿轮 5 个社区老旧小
区。

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以邓家老湾村为典型，宣传
推 广 其 经 验 ，加 强 乡 村 环 境 治
理。重点治理各村生活垃圾，发
动农户将房前屋后扫干净、摆整
齐，保持村庄清洁整齐。宣传引
导农户做好垃圾分类，定时收集
转运。及时修复破损乡道，疏通
村湾排水沟渠，保持乡村通行顺
畅。

扎实推进机关容貌卫生整
治。做好日常保洁和消毒，每周
至少开展一次大扫除。完善“门
前三包”责任岗，确保门前秩序井然。开展学校卫生
大清理和消毒，充分做好复学准备。宣传健康知识，
倡导绿色环保生活方式，带头提升健康素养。

扎实推进企业健康防护整治。发挥区、办事处两
级驻厂特派员作用，指导督促复工复产企业落实防控
措施，强化环境卫生整治，严格食堂卫生消毒管理，定
期对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检查，为员工创造良好工作和
生活环境。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彭伶俐）为努力改善环境卫
生面貌，提高干部群众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连日来，
随县澴潭镇积极组织政府机关干部、党员志愿者、镇
直部门干部职工开展一系列爱国卫生月活动。

全镇 200多名干部职工、志愿者迅速响应，积极开
展大扫除，一群佩戴口罩的“红马甲”正挥舞着扫把对
辖区内卫生死角、小区、路边、绿化带内散落、暴露垃
圾及断枝枯叶等进行地毯式清理，落实消毒灭菌全覆
盖，保障各单位院落干净整洁。

为确保此项活动落到实处，形成长效机制，该镇
爱国卫生运动领导小组成员对各单位不定期进行检
查，现场考核评分排名，指出不足，及时整改，力求越
做越好。

爱国卫生运动，不是简单的打扫卫生，更要从饮
食习惯、心理健康等多个方面开展工作。该镇以疫情
防控为契机，努力从以上方面着手，逐步培养改善居
民生活习惯，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刘礼刚）广水市十里街道办
事处在第 32个爱国卫生月之际，在全办范围内广泛开
展爱国卫生月活动。

为巩固疫情防控成果，该办围绕“防疫有我，爱卫
同行”这一主题，紧密结合当前疫情防控形势，自 4 月
15 日召开动员会以来，发动全民参与，精心组织，广泛
宣传，累计印发《致十里居民的一封信》1万余份、悬挂
横幅 150余条。

积极行动，整治人居环境动真碰硬。清理积存和
散落垃圾 30 余吨、沟渠 35 公里、塘堰 86 处、露天堆放
农业废弃物 40 余吨，整治残垣断壁 48 处，彻底清理卫
生死角；开展病媒生物防疫，购买“除四害”药品 3万余
元，组织专业队伍消灭“四害”。

普及健康知识，加强市场监管，从你我做起，推进
健康饮食防疫措施。组织专班督查，对各单位活动存
在问题现场指出，责任单位立行立改，为全面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营造良好环境。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程鹏、肖婉秋）近年来，随县万福
店农场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为抓手，壮大为民服
务专业队伍，致力打造群众和谐之家。

搭建特色平台。实行“一所多站、一站多点”文明实
践推广模式，在文化站投资 20 余万元成立文明实践所，
下设 19 个村级文明实践站，各村级文明实践站下设 6 至
7 个文明实践点，实现文明实践“全覆盖”。结合农场实
际成立理论政策宣讲、文化服务、助学、医疗、法律服务、
科学技术普及、卫生环保、扶贫“八个”小队，开展常态化
志愿服务活动。

开展文明创建。充分利用随州文明网、万福 QQ 群、
微信公众号等载体开展网络文明宣传活动，积极动员各
单位开展文明创建。目前，全场有 1个村被评为“省级文
明村”、3 个村被评为“市级文明村”、2 个村被评为“县级
文明村”、2 家单位荣获“市级文明单位”、4 家单位荣获

“县级文明单位”。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孙华龙、周春林）近日，随县尚市
镇召开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会议，部署经济社会发展重点
工作。

会议总结该镇 2019年度各个方面取得的成绩，指出
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分别从基层党建、党风廉政、
项目建设、脱贫攻坚、人居环境整治、安全信访维稳、防火
防汛、治砂、乡村振兴等方面今年所要完成的重点工作任
务进行了详细部署。

该镇号召全镇干部群众继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凝心聚力、团结一致，以更大的
决心和信心，以更强的韧劲和毅力，不畏艰难，砥砺前行，
奋勇赶超，争先进位，为实现尚市镇经济社会发展的美好
蓝图贡献更大的力量。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黄莹莹）今年来，随县
新街镇着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强集
镇管理，改善集镇人居环境，镇区面貌焕然一
新。

该镇城镇建设稳步推进，基础设施更加完
善。镇党委、政府为解决镇区水质差的问题，
投入资金 300余万元，完成镇区供水管网改造
工程，让集镇居民吃上安全卫生水；投入资金
10 余万元，新增街道路灯 15 盏，并对镇区道
路、排水、绿化等基础设施进行修复和完善；投
资 2000 余万元的镇污水处理厂建设按时完
工，正式运营；新建镇级公厕 2 座，解决镇区

“如厕难”问题，方便集镇居民；实施垃圾转运

工程，2019 年底镇垃圾填埋场全面封场，投资
30余万元新建的垃圾中转站投入使用。

集镇管理进一步加强，环境秩序明显改
善。强化集镇“门前三包”管理责任落实，加强
各部门和居委会共同参与集镇管理，城建办组
织成立集镇管理专班，强化管理人员责任，明
确工作任务，实行考核奖惩，通过集中整治拆
除不规范户外广告 80 余处，拆除户外遮阴棚
30 余座，取消流动摊点 10 余处。强化集镇环
境卫生管理，完善环卫配套设施，加强对保洁
人员的培训和管理，落实保洁人员考核工作机
制，落实镇人大代表提案，成功实施镇区限鞭
工作。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蔡丹）近年来，广水市武胜关镇
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导，着眼治理有效，结合镇情实际，坚
持自治、法治、德治并举，切实加强基层治理，努力促使乡
村崇尚新风、充满活力、和谐有序。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常态化、制度化，积极推行产业发展新模式，加强党员干
部教育培训，选优配强村班子，着力培育一支扎根基层、
创新创业、致富带富的农村带头人队伍，为实现乡村振兴
提供人才保障。

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广泛学习宣传农村法律法规，
规范落实政、村务公开等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制度，对农
村低保、扶贫资金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关系镇村发展的
重大事项，坚持依法依规办理。

加强平安镇村建设。建立健全镇村管理、服务、协调
功能，严厉打击村霸，重拳打击黄赌毒和邪教组织，主动
化解农村社会矛盾，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群众自治
良性互动。

随县唐县镇华亿光
电科技有限公司，引进
世界领先水平的全自动
化芯取机和镀膜设备，
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
率 ，增 强 了 市 场 竞 争
力。图为工人正在制作
光学玻璃镜片。

（随州日报通讯员
李小凡摄）

广水市陈巷镇
注 重 群 众 文 化 建
设，通过兴建一批
文化设施，引导成
立多个文体队伍，
经 常 开 展 文 化 活
动，满足群众业余
精神文化需求。图
为乡村舞蹈队翩翩
起舞。

（随州日报通
讯员 邓红军摄）

风光无限展新姿
——随县淮河镇生态旅游巡礼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唐天才 通讯员 姜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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澴澴潭镇
掀起爱国卫生月活动高潮

十里办事处
开展爱国卫生月活动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唐天才 特约记者 张立 通讯员 谌靖洋

垃圾分类美乡村
——曾都区万店镇以点带面实现乡村垃圾分类全覆盖

万福店农场
着力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尚市镇
部署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

武胜关镇
切实加强基层治理

新街镇镇区面貌焕然一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