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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魏薇）8月 10日，省
妇联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巾帼建功标
兵、巾帼文明岗社会化推荐工作，将从申
报的对象中经过相关程序评选出 13 名
省巾帼建功标兵和 8个省巾帼文明岗集
体。

为了深入实施“三晋巾帼创业创新工
程”，更广泛发现、选树、宣传在我省高质量
转型发展中各行各业优秀女性典型，进一
步凝聚巾帼力量，团结动员广大妇女，省
妇联启动了巾帼建功标兵、巾帼文明岗社
会化推荐，此次推荐采取单位推荐、个人
自荐等方式。申报对象可从省妇联官网

“半边天”网查看详细申报要求，下载山
西省巾帼建功标兵候选人登记表、山西

省巾帼文明岗候选对象登记表填写报
送，并在 9月 10日前将电子版申报材料
发送至邮箱 jgjgbz2021@126.com。

巾帼建功标兵申报对象为具备良好
的职业道德和较高的业务水平，为推动
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作出突出贡献，
特别是在关键领域重大科研攻关、创新
创造方面卓有建树的各行各业优秀女性
个人。巾帼文明岗的申报对象为机关、
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中以女性为主体
的处室；行业单位的女性班组、岗台、车
间、站所、生产线等；新经济组织、新社会
组织和新型农业经营组织中以女性为从
业主体的商户（店）、小组、农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各类基地等。

本报讯（记者 王勇 通讯员 王
荣慧）8月 10日尖草坪区消息，太原市北
部农业产业园迎来采摘季，不少市民来
到这里，体验丰收和采摘的乐趣。

园区内满眼皆是绿意，处处闻得果
香。沉甸甸的西红柿，还有黄瓜、茄子，
绿油油的水稻、玉米、谷子长势喜人。在
一道道田垄上，随处可见三五成群的市
民忙碌采摘的身影。“我专门开车来这里
采摘，呼吸着自由畅快的新鲜空气，采摘
新鲜的水果和蔬菜，感受丰收的快乐，我
已经连续来了好几年了。”市民张女士说。

作为尖草坪区着力打造的集观赏、
休闲、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田园综合示
范项目，太原北部现代农业产业园内种
植有数十种农作物，进入采摘季后，每逢
节假日，每天会有近 500人入园采摘，已
成为市民采摘蔬菜，体验农家生活的好
去处。

尖草坪区乡村振兴发展中心高级农
艺师张传宏说，不少市民来这里全程参
与农作物的种植和采摘，了解农作物从
发芽、生长到成熟的整个过程，在种植、
采摘的同时学习农业知识。

自 2018年起建成以来，太原北部农
业产业园从 800亩发展到 2000亩。除了
打造市民观光采摘的农业基地外，园区
形成了以向阳村为中心，辐射带动周边
村庄的乡村振兴样板，通过土地流转解
决农民就业问题，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同时，还为农户引进农业新品种，传授种
植经验，带动大家走上一条科技兴农之
路。

“下一步，我们将带动更多农民以经
济组织的形式参与园区建设，让他们更
广泛、更大程度地获取收益。同时，发展
农产品包装加工，延伸休闲观光产业链，
助力乡村振兴。”张传宏说。

本报讯（记者 王勇 通讯员 兰
杰）8月 11日迎泽区民政局消息，今年该
区已完成对 1171户家庭的适老化改造，
有效降低了老年家庭发生意外的几率，
也为老年人居家和出行提供了更多方
便。

“我的腿脚不太好使，以前上下楼很
吃力，现在，楼道里安装了折叠座椅和扶
手，有了歇脚的地方，方便多了。”家住南
宫小区 6号楼的温阿姨说。

南宫小区位于迎泽街道解放南路一
社区，这里的老年住户居多。适老化改
造工作开展以来，社区网格员多次入户
走访调查，广泛征求居民意见，并积极与
迎泽区民政局沟通，最终确定了适老化
改造方案，为小区楼道安装了适老化扶
手和折叠椅。

自 2020年迎泽区成为全市适老化改
造试点以来，该区民政局积极推动这一

惠民措施落到实处，联合街道及社区工
作人员入户走访，了解各个家庭的需求情
况，对老年人居住的房屋及单元楼道进行
适度功能改造，增加适老设施、设备。

“昨天听说要安装适老化设施，我和老
伴可高兴了。”一大早，住在桃南二社区省戏
剧研究所宿舍的白阿姨就来到楼下，等待
安装适老化设施的工作人员。根据老人要
求，安装人员在卫生间安装了扶手，还给老
人送来了免费大礼包，其中有轮椅、拐杖、取
物器、台阶斜坡垫等，并且耐心地为老人讲
解使用方法。老人赶忙让儿子打开轮椅，
坐上去高兴地说：“这下我出门可方便啦。”

今年迎泽区的适老化改造主要集中
在迎泽、桥东、庙前、老军营片区。适老
化改造的扎实推进，提升了老年人居家
养老的舒适性、便利性与安全性。下一
步，该区还将继续推进此项工作，进一步
增强老年人的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

让居家养老更加安全舒适

迎泽区为千余户家庭安装适老设施

平整的街道四通八达，美丽的庭院建
在两边，设置民宿区、非遗文化一条街、餐
饮区等，并根据不同的主题设置立体墙绘
和文化墙，有二十四节气、动漫“千与千
寻”、乡村记忆……8月 11日，走入小店区
刘家堡乡刘家堡村，一阵阵凉爽的微风拂
面而来，村民和游人或散步或骑车，感受
着悠然自得的闲适。

走进 76岁的村民闫秋梅家，首先映入
眼帘的是铺就青砖的院子。院子里的山
楂树和枣树已经结出青果。一排正房一
排厢房共有 8间，窗明几净、舒适整洁。使
用天然气的厨房干净到没有油渍，厕所里
也铺了墙砖和地砖，旱厕改成了抽水马
桶，完全没有了农村厨卫“脏乱臭”的老形
象。

“早上 5点多起床，我在院子里转一圈
扫扫地，然后上街走走，和乡亲们聊聊
天。看着我们村变得这么美，大家都乐呵
呵的，心情特别好！”退休教师闫秋梅说，
嫁过来快 60年了，现在终于可以自信地跟
别人介绍，自己是刘家堡村人。她开玩笑
说，亲朋好友最近来家里玩，常打听村里
有没有适龄男青年，想把自己的女儿嫁过
来。

最让闫秋梅自豪的，是她家被村里评
为农村人居环境提升的“五星级美丽庭
院”，全村只有 5户。按照评比标准，“五星
级美丽庭院”需满足合理布局、有花草树
木、有环保意识、有家风家教、有生活品位
五项要求。

从以前院子里养鸡养猪、家门口堆放
杂物、院子外污水常流、村里路泥泞难走，

到如今美如画的特色村庄，闫秋梅感受到
“六乱”整治带来的明显变化，是刘家堡村
“两委”带领村民一步步干出来的。

刘家堡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乔武平介绍，根据“村级‘两委’当先锋、党
员干部作表率、村民群众齐上阵”的“六
乱”整治工作理念，前期推动美丽乡村建
设和厕所革命，实现雨污分流、弱电入地、
道路硬化；在专项行动中，全村拆除违章
建筑 40余处，改建旧围墙 2000余米，清理
村庄垃圾 2万多立方米，安装太阳能路灯
400个，配套设施面积约 5000平方米的休
闲广场，建设小游园 3 处、公共卫生间 5
个，共计建设服务设施 2万多平方米。“目
前，全村有 505个院落开展了无害化厕所
改建，完成率 100%。村里确实‘变味儿’
了。”

为充分调动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
的积极性，刘家堡村还创新开展“星级美
丽庭院”创建评比，分为三星、四星、五星
三个等级的“美丽庭院”，分别实现“三净、
四美、五有”的整体目标。全村评选出“三
星”30户、“四星”20户、“五星”5户；构建

“积分制”奖励机制，将“美丽庭院”星级列
为常规积分，设立加分项和减分项，村民
可通过积分兑换洗衣液、米面油等。乔武
平说，这些举措激发和调动了村民参与美
丽庭院创建、环境卫生整治、文明新风弘
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村民成为“六乱”
整治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最终成为倡导
者。

小店区现有 53 个村改居、29 个建制
村，主要在刘家堡乡和北格镇。“六乱”整

治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区围绕
交通沿线、村庄街巷、农户庭院、田间地
头、河道水系等重点区域，统筹安排、大力
宣传、狠抓落实，安排专项资金 2013万元，
全区农村人居环境有了较大改善。

记者 王丹 通讯员 赵娟 文/摄

富 硒 粥 米 报 名 领 取 30 天 用 量

富硒大米免费领 !
�����������普及补硒文化和知识

民以食为天，米以“硒”为贵!硒是人
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国家卫生健康委
2018 年 4 月 1 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业标准“WS/T578.3-�2017”《中国居民
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第三部规定：成
人每天硒平均需要量为 50 微克，推荐摄
入量为 50-400 微克。 普及补硒，我们在
行动！

富硒大米厂家为感谢 17 年来广大群
众对富硒大米的大力支持，特在全国范围

内发起“关爱老年人，健康活百岁”公益活
动，凡打进电话报名，名额范围内即可免
费领取 30天（500克）用量富硒大米。

优先领取条件: 只要您是年满 55 岁
以上的中老年朋友、退
休老人、教职工、孤寡老
人， 打进电话即可免费
体验，不花一分钱！ 仅限
前 500 名， 名额有限，
领完即止， 请抓紧时间。
免费申领电话:400-1099�-567

芜湖硒禾臻品农业有限公司 广告

刘家堡村街景墙绘

——刘家堡村看变化

村民成为“六乱”整治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尖草坪区北部农业产业园进入采摘季省妇联启动巾帼建功标兵、
巾帼文明岗社会化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