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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 岩） 4
月 8 日—10 日，第十届中国
（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
行，我市组成了以市长李公
乐为团长，副市长张弛、市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主
任陈向阳为副团长的代表团
赴郑州参会。

为了筹备参加好第十届
中国 （河南） 国际投资贸易
洽谈会，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围绕项目签约和客商
邀请，市、县 （区） 各级领
导纷纷带队外出招商，市委
书记魏小东、市长李公乐率
先垂范，带队赴北京、南
京、宁波、深圳、佛山等地
招商邀商，县 （区） 主要领
导也积极赴长三角、珠三
角、京津冀、闽东南等地外
出 招 商 。 据 不 完 全 统 计 ，
市、县 （区） 主要领导围绕
投洽会共外出招商 20 多批
次、150多人次，对接洽谈50
多个项目，邀请多名客商参
加投洽会。

投洽会期间，我市组织
参加了开幕式、主题论坛及
其相关活动，精心举办了商
丘市重大项目签约仪式，取
得了良好成效。在商丘市重
大项目签约仪式上，省政府
副省长赵建才、省政协副主
席钱国玉、省商务厅厅长焦
锦淼出席我市签约仪式，市
长李公乐致辞，副市长张弛
主持仪式，市直有关部门和
县 （区） 负责人，受邀客商
代表等 100 多人参加。李公
乐在致辞中介绍了商丘的区
位优势、交通优势、资源优
势、产业优势等，希望企业
家围绕商丘主导产业进行投
资，并向项目签约表示祝
贺，表示商丘将提供优质服
务，推动签约项目早开工、
早建成、早投产。

此次投洽会我市共签约
24个项目，总投资 167.6亿元，
涉及电子信息、纺织服装制
鞋、制冷家电、商贸物流等领
域，主要有中铁集团投资 18

亿元的中铁物流园、特步集团投资 11 亿元的特步运动中心、
江苏苏美达集团投资 8 亿元的苏美达服装园以及总投资 5.6
亿元的荣事达冷柜生产等项目。

投洽会期间，李公乐还与美国国际资源整合协会、中日韩
企业联谊会、中日韩经济发展协会等协会负责人，日本天佑株
式会社社长土屋章、中铁集团副总裁王志达等企业负责人就招
商合作事宜进行会谈交流。副市长张弛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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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道逢春故道逢春·“·“东和环保杯东和环保杯””黄河故道生态走廊探访之虞城段概览黄河故道生态走廊探访之虞城段概览
这是一个发展的春天，看那花开草绿、燕

来春暖。
黄河故道、木兰故里、生态长廊……当这

些元素相叠加，“十三五”规划蓝图已定，将在
这里描绘生态画廊美丽画卷；当全媒体记者聚
焦镜头，按下虞城保护生态、发展产业的快
门，摄下的是故道逢春的动人瞬间；当全媒体
记者实地探访，写满风土人情、发展规划的篇
章，看到的是故道最神秘的一面。

4月5日上午，在虞城县政府会议室，商丘
报业黄河故道探访聚焦全媒体报道组正在与虞
城县相关领导、局委、乡镇等召开座谈会，全
面了解虞城县境内黄河故道的人文历史、风情
民俗、生态产业、发展思路以及所面临问题。

“你们随香而至，为故道增添了几分春
色……”在虞城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王慧敏的
开场白中，商丘报业全媒体记者仿佛置身故
道，如临其境。

黄河故道是一方沃土，在木兰故里虞城县

不仅孕育了张集镇五万亩苹果基地、田庙乡万
亩杂果园、科迪乳业万头奶牛生态牧场，还出
现了乔集乡省级杂技之乡、利民镇古城城湖、
国家级农家乐示范村等一批生态旅游景点，初
步形成以木兰文化、故道文化、城市风景、工
业文明四位一体的旅游体系，围绕“果香绿
城”的发展理念，把黄河故道虞城段打造成生
态之廊、果乡之廊、旅游之廊、文化之廊。

穿行在百年故道，那点点梨花带雨，那片
片生态果林，那个个古道热情，那处处种养加
工，商丘报业全媒体记者所见所闻、所摄所
录，见证着黄河故道生态长廊的前世今生，更
在为今后的发展规则提供参考。

2016 年是国家“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
年，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家“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的重要一环得到空前重视。这次黄河故道
生态长廊探访聚焦活动，是商丘日报报业集团
谋划“十三五”开局宣传，融合升级自身三大
品牌策划，利用商丘报业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矩
阵，全媒体密集纵深传播，通过“生态走廊探
访聚焦”全媒体报道组的全面采访，立体呈现
百年黄河故道的生态、自然、人文大美。座谈
会上，商丘日报总编辑郭文剑说，商丘报业拿
出20多人的全媒体团队，实地探访聚焦，穿越
花海、探访林场、跨过湿地、走进工厂，为

“一廊提升”工程营造舆论氛围，提供舆论引领
和支持。

“一廊提升”就是实施黄河故道生态走廊提
升发展工程，加强沿线四省八市联动发展，加
快构建一条生态因子完善、经济发展科学、文
化底蕴深厚、旅游价值可观的生态廊道、经济
廊道、文化廊道、旅游廊道，提升生态文明建
设水平。

虞城县是黄河故道生态走廊的东部起点，
在“一廊提升”战略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今
年，虞城县将依托河流等自然生态空间，对明

清黄河故道大堤进行修复和保护，大力发展
果、林、牧、水“四点一线”生态文化旅游产
业。这并不是空穴来风，田庙乡刘杨庄、后刘
村去年就被评为“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河
南省乡村旅游特色村”，香玫园农庄被评为“中
国乡村旅游创客基地”、“中国乡村旅游金牌农
家乐”……

生态是故道保护开发的主体。虞城县通
过实施生态农业发展工程，推进产业、观
光、生态功能相结合，建设旅游、观光、美
味等为一体的多种类型都市生态农业园区。
重点依托被省命名为生态乡镇的田庙乡，提
出“果乡绿城”发展理念，打造 A 级乡村生
态旅游区。同时，辐射带动故道上的利民
镇、刘集乡、乔集乡、张集镇等乡镇组团发
展，从而打造一个生态之廊、果乡之廊、旅
游之廊、文化之廊。

在这春暖花开、生机盎然的时节，商丘报
业全媒体报道组走乡入村、进厂到户，看生
态、观发展、探文化、寻问题，定格一张张画
面，记录一个个场景。

张集镇是全国红富士生产基地，五万亩苹
果树正值花开时节，果农忙着授粉，果园一派

忙碌、一片生机；乔集乡是省级杂技之乡，近
两千名杂技高手遍布全国各地，是故道之水养
育了他们；刘集乡是农业大乡，当地乐为牧业
通过发展鸭产业，带动周边数千户农民增收致
富；田庙乡是国家生态旅游示范乡、河南省生
态乡镇，万亩果园生态文化旅游景区就坐落于
黄河故道之上，素有“北菏泽牡丹园，南田庙
百花园”之美誉；利民镇是一座拥有四千多年
历史的名城，以龙头企业科迪集团为依托，重
点发展食品加工业，是全省第一批命名的唯一
乡镇级工业园区……

花红柳绿景色美，百年故道又逢春。
为期一周的探访聚焦中，商丘报业全媒体

报道组记者真切感受到了黄河故道虞城段那强
劲的发展脉搏，这是春之召唤、生机萌动。百
年故道里的动人传说、民间故事、古树名木、
产业发展以及原生态的自然之美，让全媒体报
道组所有成员震撼、感叹，为百年故道的发
展，为“一廊提升”的造势鼓与呼，让所有人
感受到了责任与担当。

沉睡千年的黄河大堤蜿蜒伸向远方，犹如
一条盘踞的巨龙，环绕着黄河故道、守护着一
方百姓，这正是百年故道的迷人之处。

探访聚焦过程中，不少商丘报业全媒体记
者都感叹，“黄河故道太美了，以前怎么没有发
现……”其实，并非三月春来早，而是因为黄
河故道在越变越美、越变越强……

我们相信，有政策层面的支持，有百年故
道坚实的积累，有地方政府的全力打造，有厚
重历史人文的沉淀，黄河故道生态长廊提升工
程一定会在木兰故里开花结果。
（执笔：商丘报业全媒体记者 高会鹏 祁 博）

（相关文图报道详见2版、3版）

虞城：百年故道又逢春
黄河故道生态走廊探访全媒体报道组

本报讯（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刘景
澎） 4月8日，郑州市儿童医院住院部A区
6楼 55床的 13岁睢县女孩蒋冰倩感动得热
泪盈眶。当天，一路风尘从东莞赶到医院
的广东东莞商丘商会代表给孩子送来了
298位爱心人士的 6.26万元爱心捐助款和
3000元药品。

今年春节前夕，屡屡出现腿痛和流鼻血
症状的蒋冰倩在睢县人民医院抽血检查结
果多项指标低于正常值，医生建议到大医院
做进一步检查。在辗转郑州、北京多家大医
院检查后，“淋巴瘤白血病”的确诊结果，让
这个不幸的家庭雪上加霜。

2005年，刚刚 3岁的蒋冰倩幼年丧父。

经受不住打击的爷爷不久就患上了严重的
心脑血管疾病，靠4亩多地勉强度日。跟随
妈妈到姥姥家生活后，姥爷又因为偏瘫失去
了劳动能力。家庭经济来源只能靠妈妈白
艳霞只身一人在郑州打工来支撑。

当母校睢县二中的老师和同学们得知
她身患白血病的消息后，纷纷自发开展了
献爱心活动。短短一周时间，学校师生的
捐款数额就有7万多元。

蒋冰倩的病情也得到了睢县社会各界
的广泛关注。睢县人大、县教育局等机关
单位组织开展了不同形式的献爱心活动。
睢县妇联在组织募捐活动的同时，正在积
极联系慈善机构，为小冰倩募集更多的治

疗费用。睢县县委宣传部积极联系组织各
级媒体，河南电视台新闻频道、河南电视
台都市频道、睢县电视台电台等媒体纷纷
跟进，共同关心关注小冰倩的病情及社会
各界献爱心的行动，弘扬献爱心活动的社
会意义，凝聚更多社会正能量。消息通过
媒体宣传后，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纷纷伸出
援手。截至记者发稿时，通过银行汇来的
不记名汇款就有1万多元。

消息传到广东省东莞市，东莞市商丘
商会自觉担负起了当地老乡献爱心的组织
任务。商会执行会长荣立涛等爱心人士通
过微信接龙的方式组织开展了一场声势浩
大的爱心募捐活动。在长长的爱心接龙名

单中，大家量力而行，没有金额限制，提
倡的是“让爱心在我的手里传递下去！”
短短两天时间，298位爱心人士共募集到
6.26万元爱心捐款和3000元治疗药品。

4月 8日，荣立涛等 6名组织者日夜兼
程赶到郑州市儿童医院，将爱心捐款送到
了小冰倩的手中。“冰倩，好好养病。”“放
心吧，孩子，有叔叔阿姨们在，你一定会
好起来的。”“争取早日康复，回到校园！”
一句句关切、鼓励的话语，虽然隔着厚厚
的医用口罩，却传递着浓浓的爱意。

“我们的网络爱心接龙募捐仍将继续下
去，为小冰倩托起继续生活学习的希望。”
东莞市商丘商会常务副会长丁浩天说。

乡情连线 爱心接力
睢县一患白血病女生引发睢县东莞两地捐助热潮

本报讯（记者 李 奇） 4月8日，市
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史根治在有关部门
负责人陪同下，调研我市重点文化项目
建设情况。副市长岳爱云陪同调研。

史根治每到一处，都认真听取责任
单位的工作进展汇报，详细了解项目规
划设计、建设进度和基础设施配套等情
况，现场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问
题。

史根治指出，市委、市政府对重点
文化项目建设高度重视，将重点文化项
目建设纳入了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

规划，图书馆、群艺馆、博物馆、科技
馆、体育馆和青少年活动中心等“五馆
一中心” 重点文化项目建设是我市文化
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有关部门要高
度重视，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严
格标准保质量，加班加点赶进度，科学
管理提效率；要加强协调优化服务，进
一步提高服务意识，主动解决突出问
题，优化建设环境；要严格按照设计方
案施工，不足之处要尽快修补完善，坚
持高标准、严要求，力争把整个工程做
成精品工程。

市领导调研重点文化项目

本报讯（记者 孔 慧） 4月8日，全
市卫生计生系统“三项活动”推进会召
开，部署今年“三项活动”工作。市委
常委、副市长李思杰出席会议。

“三项活动”是指“千医进千村服务
万家”活动、全市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提
升年活动和医疗服务管理提升年活动。

李思杰在会上指出，开展“三项活
动”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必然要

求，是深入开展“四个不为”专项治理
活动的重要举措，是全面提升行业管理
服务水平的迫切需要，全市各级卫生管
理部门和医疗机构要统一思想，充分认
识开展“三项活动”的新内涵；要强化
措施，确保“三项活动”取得新成效，
要加快县 （区） 卫生计生机构融合步
伐，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宣传引导，抓
好工作落实。

我市持续推进
卫生计生系统“三项活动”

市民在商丘顺雅艺术馆观看展览。4月9日，韵妙盈尺——马国强、于水、徐
展三人作品展在我市举行。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社长赵铁军，市委副书记苏长青等出席开展仪式。据了解，此次展览汇聚了马
国强、于水、徐展三位优秀艺术家的近百幅尺牍精品，展出作品虽然尺幅较小，但
却能“小中见大”，作品取景范围浓缩，利用空间等虚实关系，给观者以再创造的
想象空间，寓目所见之小景，传达画家心中之大境界。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马国强、于水、徐展作品展在我市举行

黄河故道生态走廊探访聚焦全媒体大型采访行进示意图黄河故道生态走廊探访聚焦全媒体大型采访行进示意图

据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95周
年。为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贯彻全面
从严治党要求，党中央决定，在纪念建党95周年之际，对全
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先进基层党组
织进行表彰。中央组织部近日印发《关于做好全国优秀共产
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推荐工作的通知》，
对做好推荐表彰工作作出安排部署。

《通知》强调，这次表彰的对象是理想信念坚定，对党绝
对忠诚，带头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推动发展、深化改
革、服务群众、维护稳定等方面作出显著成绩，得到党员群
众公认的先进模范。要通过表彰，激励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
念、努力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中积极进取、建功立业，

作出更大贡献。
《通知》要求，这次表彰推荐对象要向生产、工作一线党

员倾斜，向基层党务干部倾斜，向企业、农村、机关、学
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人民解放军连队等基
层单位倾斜。在推荐工作中，各地区各部门（系统）要采取
自下而上、上下结合的方式，组织所属党组织和党员进行推
荐。对推荐对象要进行认真考察，多方面听取党员、干部、
群众的意见以及纪检机关和有关执法部门的意见，要在本地
区本部门（系统）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

《通知》要求，要结合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注意
发现、总结和推荐具有鲜明时代特征、事迹特别突出的重大
先进典型，深入挖掘和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充分发挥先进
典型的激励作用。

中组部印发《关于做好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
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推荐工作的通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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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好“梧桐树”引得“金凤”栖
——走进白云街道办事处系列报道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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