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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环境境要要改改善善，，先先改改变变村村民民观观念念
——— 郓城县南赵楼镇开展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纪实

坑洼泥泞、柴堆麦垛、粪堆
垃圾……是大多农村里的“特色
标签”，郓城县南赵楼镇的村庄
也不例外，自从一年前开展了环
卫一体化工作后，南赵楼镇所有
的村子都“旧貌换了新颜”。

如今的南赵楼，曾经的“特
色标签”不见了，只见村庄房屋
整齐，街道两边的墙上，用主题
文化彩绘装饰着，路面宽阔整
洁，路旁的垃圾箱摆放有序，穿
着桔黄色制服的保洁员在清扫
着路边的垃圾。

近日，在南赵楼村，57岁的
保洁员赵文献和记者聊起了天：

“以前，这街上到处是垃圾，现在
你看这干干净净的环境，听到外
人说我们这里干净，心里就特别
高兴，虽然工资不高，但很喜欢

现在的工作。”
记者注意到，赵文献的制服

上，前面写有“保洁员”，后面写有
“治安协管员”字样。据该镇党委秘
书吴波介绍，这也是南赵楼镇的创
新工作之一，叫“两员合一”，一个
人两种身份，他们白天的主要工作
是保洁，晚上，就在各自的范围内
轮流巡逻，防范偷盗。

像赵文献这样双重身份的
保洁员，南赵楼镇按每500人一
个保洁员的标准在全镇配备了
100名，并对他们进行培训管理，
不但保持了卫生清洁，而且减少
了偷盗事件。

“城乡环卫一体化是一项民
心工程，线长面广量大，在推进过
程中，我们充分调动了村民群众的
积极性，引导群众广泛参与，上下

齐动员，集中开展整治，才实现了
‘开门红’。”该镇党委书记王昌谦
对“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有着自
己独到的见解，“村民群众作为乡
村的主人，要环境改善，先要改变
他们的观念。”

为凝聚村民认同感，南赵楼
镇前期展开了铺天盖地的宣传，
发放明白纸和公开信3万余份，
把这些宣传资料贴到村头，送到
村民手里，在大喇叭里广播，并
在34个行政村全部建设了文明
一条街，刷写墙体标语200余条，
绘制文明墙体彩绘500余幅，使
群众从心里了解“城乡环卫一体
化”的好处和意义。

群众的认识到位了，参与的
积极性高了。

2014年8月及2015年3月，南

赵楼镇分两次开展了存量垃圾
集中整治活动，全镇动员，书记
和镇长及所有的工作人员全到
一线，和村民一块，将房前屋后、
村庄内外的草堆、粪堆、垃圾堆

“三大堆”集中清理，对村内道
路、水域、环境全面治理。

村里卫生打扫好了，以后该
怎么保持？基础设施投入是抓好
这一工作的前提。于是，南赵楼
镇按照每5户一个垃圾箱的标
准，配备垃圾箱2000多个，按每
户 一 个 垃 圾 收 集 桶 ，配 备 了
10000多只，按500人一个保洁
员，配备了100名，并根据垃圾运
输任务，配备全自动装卸垃圾运
输车5部，实现了垃圾“户集、村
收、镇运、县处理”。

“这环卫一体化就是好啊，

刚开始时我们还以为走走过场
就算了，真没想到坚持下来了，
现在村里有了保洁员、设了垃圾
桶，大街上干净亮堂，看着心里
就舒坦，村里还建起了这小广
场，大家在这里扭扭秧歌、跳跳
舞，真是挺好的。”魏庄行政村的
群众高兴地告诉记者。

据统计，目前，南赵楼镇城
乡环卫一体化先后投资400多万
元。确保了城乡环卫一体化常态
化，南赵楼镇又在全县率先实行
市场化运作方式，选择了“购买
服务”的方式，将农村环卫保洁
工作整体交给市场，承包给专业
保洁公司，起到了非常好的效
果，在电话调查中，群众的满意
率达到98﹪以上。

（通讯员 魏忠友）

文文明明之之花花次次第第开开 小小社社区区里里大大和和谐谐
——— 郓城县郓州街道和谐社区创建纪实

文/片 通讯员 樊明君 李英

“省级文明社区”、“省级充分就业社区”“省级创业型社
区”“省级计划生育协会先进集体”“省级和谐社区建设示范
点”……30余个奖牌、40余幅锦旗和一排排琳琅满目的奖杯，
放满了郓州街道的南城社区、盛平社区等16个社区的荣誉
室，使人们看到了郓城县构建和谐社区的一幕幕好“戏”。

“我们社区自2008年组建
文化活动队，每年都举办文化
节。我们的队伍还参加过市里
的比赛呢！”盛平社区文化活动
队队长董建新一脸兴奋地说。
中老年人的秧歌、扇子舞，年轻
人的篮球、乒乓球赛，老年人的
门球赛都吸引了社区居民的眼
球，他们参加过菏泽市农民春
晚开幕式，经常在市、县文化活
动中争金夺银，这更激发了人
们对文体活动的热爱。天天有
鼓声、月月有汇演，广场文化、
街头文化红红火火，社区文化
活动渗透到郓州街道社区居民
的日常生活。

“讲文明、树新风，争做社
区和谐新标兵……”成为时下

各社区最流行的快板。南城社
区、盛平社区还率先将文体活
动与教育、科普等活动结合起
来，印制了宣传卡片，编写了道
德歌，在社区内开展以爱、诚、
孝、仁为核心的“四德”建设。评
选出社区“十大道德模范”、“十
佳媳妇”、“十佳婆婆”。八里河
社区还为好媳妇、好婆婆颁发
奖品、唱大戏，把喜报送到了好
媳妇的娘家。

社区以文化活动为载体，
弘扬了主旋律，形成了健康向
上的文化氛围，居民们对社区
的认同度提高了，居民之间、居
民和组织之间的感情互融共
通，处处体现了和谐与活力。

文化活动——— 和谐“加油站”

“前几年，垃圾箱几天清一
次，垃圾箱外有垃圾，一到夏
天，苍蝇乱飞，臭味难闻，谁也
不愿把垃圾箱放在自己门前，
光为垃圾就闹过不少矛盾。现
在好了，俺社区就有6个专职保
洁员，垃圾定点存放、日产日
清，环境好了，民心也顺了。”八
里河社区居民赵庆付说。

据悉，去年以来，郓州街道

办事处制定完善措施，建立城乡
环卫一体化综合治理长效机制，
投资560万元，办事处17900户每
户一个垃圾桶，村(居)配备82个
垃圾箱，85个保洁员，有物业公司
统一管理，实行了垃圾定点存
放，日产日清，做到了“户集、居
收、街道运、县处理。”环境好了，
居民的幸福指数高了，民心顺
了，助推了社区的和谐。

“每当一起问题得到解
决后，我的心一下子就轻松
许多。”杜文雪是南城社区

“民情驿站”的兼职人员，他
不但搜集民情信息还从事调
解工作，张家李家跑了10多
年，如今已算是“老行家”。

南城社区、东城社区、金
河社区设立的“民情驿站”，
成为社区内各种矛盾纠纷的

“晴雨表”，各站聘请的人员
走家串户，将纠纷信息及时
反馈到各社区，保证矛盾纠
纷及时化解，让“小事不出楼
栋，大事不出社区”。社区干
部和“民情驿站”人员的手机
24小时都开通着，节假日也
没有休闲的空，一有情况马

上赶到现场，群众们都称他
们为“民情110”。在去年开展
的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处活
动中，“民情驿站”发挥了大
作用，他们通过搜集、整理、
排查，对症施治，及时将800
余起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
态。

从楼宇小巷间郁郁葱葱
的花草中，从居民热情洋溢
的笑脸中，人们体会到了社
区和谐的魅力。搭建平台，不
断创新，在点点滴滴中扎扎
实实书写社区和谐大文章，
郓州街道正将这一措施作为
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
切入点，逐步在全街道城乡
推开。

“民情驿站”——— 和谐“晴雨表”

环卫一体化——— 和谐“助推剂”

社区保洁员正在认真打扫卫生。

水堡多措并举

搞好城乡环卫一体化

本报讯(通讯员 葛仲友)

郓城县水堡乡近期加大工作措
施，突出重点，坚决打好环卫一体
化攻坚战。

一是包片领导和包村干部全
部下村亲自干，带头干，督促指导
村干部共同消灭卫生死角和新生
垃圾，确保环境卫生治理状况不
反弹；二是工作作风必须务实。工
作标准和档次要进一步提高，做
精、做细、做实，做出实效来；三是
要继续健全完善环卫基础设施，
认真梳理检查，进行提升改造；四
是加强对保洁公司督导考核，视
垃圾清理运转情况兑现奖罚；要
求保洁员定时间、定区域、定任
务、定标准；五是环卫所及垃圾中
转站做到了机构、人员、经费“四
落实”，乡中转站已建成正式运
行。通过实实在在的努力和付出，
水堡乡力争按期完成好城乡环卫
一体化攻坚整、治任务，提高城乡
环卫一体化工作水平、提升群众
满意度。郓郓城城一一快快餐餐店店老老板板用用工工业业盐盐做做包包子子被被批批捕捕

本报讯(通讯员 佀同方
刘霞 ) 为图省钱 ,快餐店使用
工业盐制作包子、炒菜等食品,
然后出售,危害人体健康,6月2
日,山东郓城县检察院以涉嫌生
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对犯罪
嫌疑人田明批准逮捕。

犯罪嫌疑人田明在郓城

县郓城镇金河路东段经营一
家“天成快餐店”, 2 0 1 4年 1 0
月 ,田明以180元价格购进300
斤工业盐 ,用于炒菜、做包子
等食品加工 ,出售给附近建筑
工 地 民 工 和 过 路 客 等 食 用 。
2015年4月23日 ,郓城县盐务
局在对该店进行检查时 ,发现

其使用的盐产品疑似为工业
盐。后经鉴定 ,确为工业盐。至
查处时 ,田明已使用1 2 0斤工
业盐用于食品生产、销售 ,剩
余的 1 8 0 斤工业盐被当场查
扣。目前 ,该案正在进一步侦
查中。

据了解，亚硝酸钠是国家

明文规定严禁使用的非食用
品化工原料。我国刑法第四十
四条规定 ,在生产、销售的食
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
原料的 ,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
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
的 ,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罪定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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