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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道逢春·“东和环保杯”黄河故道生态走廊探访⑥

兹定于2016年4月23日（星期六）上午9时，在商丘

市梁园区拍卖行举行小型机动车号牌公益拍卖活动，拍卖

所得款全部纳入商丘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即日

起凭身份证办理报名，交纳1万元的保证金，报名截止时

间：2016年 4月 22日 16时，不成交 3日内全额退还保证

金。

开户银行：商丘华商银行梁园支行（实验小学北门

东）

账 号：0000 0021 3183 2349 0012

户 名：商丘市梁园区拍卖行

地 址：团结路与平原路交叉口邮政储蓄三楼

电 话：15333706017 15333706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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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牌拍卖公告

市委在全市开展懒政怠政“不想为、
不能为、不敢为、不作为”专项治理活
动，旨在促进职工改进工作作风、增强服
务意识、提高工作效率。民政部门承担着
社会救助、特困群体供养、养老、拥军优
抚、社会治理等职能，联系群众最紧密、
服务群众最直接。民政工作党委、政府要
求高，干部群众期盼高，社会层面关注
高，民政系统要更加旗帜鲜明地治理“四
个不为”问题，从思想上、行动上根除懒
政怠政顽疾。

一、专项治理与“两学一做”相结
合。以“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
格党员”学习教育为抓手，着力解决党员
干部队伍在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方
面存在的问题，消除懒政怠政思想根源，
解决动力不足的问题。引导广大党员干部
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增强政治意识、大
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充分发挥
先锋模范作用，工作上做想好、说好、做
好的明白人，做主动作为、善于作为、敢

于作为的担当人。
二、专项治理与排查整改相结合。以

排查整改“四个不为”突出问题为着力
点，结合工作职能、岗位职责和工作实
际，突出问题导向，深入查纠存在的“四
个不为”问题，找出“痛点”、瞄准“靶
心”、消除“病灶”，以认真较真的态度，
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地查，一个问题一个问
题地改。重点整治低保办理过程中的人情
保、关系保问题，对低保对象逐户核查，
精准到人。对现有社会组织严格复查、加
强管理、有进有退，对新申请的社会组织
把好审批条件、审批程序，确保依法依
规，监管有序。

三、专项治理与建章立制相结合。以
健全规章制度为保障，让制度管人、管
事，让干部学会在制度的环境下用权、工
作。建立完善岗位目标责任制，把工作任
务量化细化，年有目标、季有考核、月有
汇报，任务到岗，责任到人，让懒政怠政
者躲不过去。建立健全督查问责长效机

制，通过民主评议、明察暗访等形式，让
懒政怠政者混不下去。建立通报制度，及
时通报曝光办事推诿扯皮、为官不为现
象，让懒政怠政者无处藏身。建立健全考
核奖惩办法，让那些求真务实、忠实肯
干、敬业奉献的干部受褒奖、受重用，让

“四个不为”干部受警醒、受惩戒。
四、专项治理与提升服务水平相结

合。以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专项治理
成果的温度计，把提升民政服务水平作为
检验专项治理成果的标尺，让民政服务对
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作风转变带来的实
惠。建立一个号码对外（12349）、一个平
台受理、一个中心调度的民政服务平台，
实现服务对象全覆盖、服务时间全天候、
服务内容全方位、民政系统全联动。为群
众提供高效的民政公共服务、便民服务、
志愿服务。同时，进一步完善基层“一门
受理、协同办理”机制，打通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
五、专项治理与创新创造相结合。以

创新创造为动力，推动专项治理成果转
化。推动民政工作新发展既要能作为，还
要会作为，要借力、借势、借机、借智，
走出去引经验、沉下去做调查、静下来搞
谋划，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围绕救灾、救
助建立豫鲁苏皖四省辖市联谊互助、部门
联席机制，充分整合利用各种资源，构建
民政全领域、全业务大数据平台，实现横
向政府部门间、纵向民政系统间资源共
用、信息共享。

六、专项治理与晋位争优相结合。为
把专项治理活动引向深入，在全市民政系
统部署开展“践行三严三实 狠抓工作落
实 实现晋位争优”活动。加强党的建设
和班子建设，不断强化领导干部带头意
识、表率意识，带头践行“三严三实”，
增强改革创新精神，增强主动担当、积极
作为的勇气，做晋位争优的领头人、干事
创业的实在人。以单位面貌的变化、方法
上的创新、工作上的晋位、大局的稳定来
检验专项治理的成果。

治理“四个不为”做到“六个结合”推动我市民政事业新发展
商丘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李瑞华

黄河故道生态走廊
全媒体探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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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王支援）“你们看，我培育的这种柱状红富士果
苗，今年初春卖到西藏，还出口到了俄罗斯呢！”4月 16日，
虞城县刘店乡闫庄村大学生村干部李师在他的红富士苹果种
植基地指着一棵果苗骄傲地说。

李师是闫庄村党支部副书记，他通过土地流转承包了450
亩土地发展优质红富士种植，今年将迎来收获期。近 3年来，
在他的带动下，周边群众发展果树种植面积4800多亩。

近年来，虞城县坚持把促进创业作为做好大学生村干部
工作的重要抓手，积极采取措施，激励帮扶大学生村干部创
业。建立了组织部门牵头抓总、乡镇村党组织具体实施、大学
生村干部广泛参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的大学生村干部创业运
行体制和工作机制，形成了尊重创业、敢于创业、积极带动群众
创业的良好氛围，把大学生村干部打造成创业生力军。

落实政策，帮助创业。该县制定建立了支持大学生村干
部创业的政策机制，成立担保公司，积极为大学生村干部创
业提供贷款支持。县委组织部促使财政、扶贫、农业等部门
建立大学生村干部创业基金；协调金融部门为大学生村干部
创业提供小额贷款，并出台实施办法扶持大学生村干部创业。

强化培训，指导创业。采取专题授课、以会代训、外出
培训等形式，积极开展各类技能培训。建立了大学生村干部
创业培训基地，县财政每年列支专项资金用于大学生村干部
培训。聘请省、市知名专家学者通过远程教育站点开展培
训。县委组织部会同有关部门举办SYB创业培训班6期，培训
552人次；同时，选派了 192名大学生村干部参加市委组织部
举办的SYB创业培训班。

好典型，激励创业。对创业成绩突出的 10名大学生村干
部，授予“大学生村干部创业之星”称号，并以他们的创业
事迹为原型，拍摄制作了电教片《在沃土中成长》，展示他们
的创业风采，达到了较好的宣传效果。

重点支持，扶持创业。对有创业项目和创业意向的大学
生村干部，县委组织部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帮助其申请小额贷
款，申报河南省大学生村干部发展基金。界沟镇王桥村村委
会主任助理王保威在县委组织部的大力扶持下，筹资 550万
元，注册成立了虞城力耐钢结构有限公司，安排 36名农村劳
动力就业，年实现销售收入1000多万元，利润320万元。

目前，该县有 182名大学生村干部拥有自己的创业项目，
其中投资规模500万元以上的项目4个；投资规模100万元以上
的项目 12个；投资规模 10万元以上的项目 26个，涉及种植、养
殖、食品加工、制造等多个产业，年实现销售额 2.1亿元，利润
2000多万元，辐射带动近3万多名农民群众走上致富道路。

虞城县

大学生村干部成创业生力军

“贾寨的庄子最多，刘口的方子最多”、“金道口，
银马牧，不如刘口一晌午”。70多岁的梁园区刘口乡南
会馆村村民朱慧金是出了名的“刘口通”，刘口的历史
数他知道的最多。他说，这些民谚就真实地反映了刘口
当年辉煌的历史。

刘口乡北接山东，素有“豫鲁通衢”之称，自古就
是黄河上一个重要的渡口，是闻名遐迩的“水旱码
头”。在黄河水道运输的繁荣时期，用“河道帆樯如
林，两岸店铺比比”形容刘口的繁忙并不过分。朱慧金
介绍说，南会馆的由来就和商贸有关，会馆相当于现在
的商会，那时候刘口粮行多得很，“方子”就是粮食买
卖的交割单。

黄河改道后，流经商丘的黄河变成了黄河故道，刘
家渡口也随即消失，刘口的商贸逐渐衰落。但黄河改道
后，却给刘口留下了天沐湖这个“沙里明珠”。湖泊水
草丰美，野生鱼类、鸟类众多，原始生态完整。

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黄河故道都是以原生态的
方式存在。1997年，刘口乡党委、乡政府提出大力发展
黄河故道旅游业。之后，黄河故道景区由小变大，基础
设施逐步完善，服务水平逐年提高，如今已逐步发展成
为商丘市重要的生态旅游景点之一，打造出了国家级名
胜风景区——黄河故道天沐湖景区，被誉为“商丘的北
戴河”，吸引豫鲁苏皖四省交界的群众来此休闲旅游。

湖边小吃的经济大账

香喷喷的小烤鱼，薄又脆的小锅饼，纯野菜的窝窝
头……这看似不起眼的天沐湖小吃，挣得可不是小钱。

在天沐湖南旁的“陈家烤鱼”看着不起眼，却是个
“金牌老摊”。如今，老板娘和儿媳妇两人联手打造，最
好的时候一天收入万把块，平常也有个一两千元收入。

紧挨“陈家烤鱼”的是一个卖地锅饼的老摊，摊主
是 60多岁的刘红兰。十几年前，天沐湖刚开始打造时，
刘红兰就在此卖锅饼，那时一天能有十来元收入。如
今，游客越多越多，她的生意也越来越好，平均每天收
入二三百元。记者笑着问她，一年挣的钱够买辆车不？
刘红兰乐呵呵地说，还真没算过。刘口乡宣委田孝飞
说，这一带的群众都有点藏富，不喜欢“冒尖”。

不喜欢“冒尖”，其实和这一带的群众大多受过苦
有关系。大刘村82岁的老党员王金传面色红润、身体硬
朗，至今还在河上撑船。他说，解放前，这一带都是盐
碱地，种啥啥不成。到春天，群众就吃槐芽、榆芽、柳
叶，怎么吃呢？捋下来，放水里一烫，再用凉水一拔，
拧去水分，去除苦味，塞嘴里就吃。

过完了苦日子，富了还有一种怕饥荒的心理。虽说
如此，群众富裕起来的迹象还是能够看出来。原来，

“老张家炖鸡”就是河沿上的一间茅草屋，经营了很多
年，如今已经建起了十几间房的大院子，气派得很。

据了解，附近有三四百人的陈庄村，在天沐湖周边
干生意的村民就有260多人；300来人的张庄村，也有一
半多的村民在此干生意，经营骑马、射箭、射击、游船

等项目，“湖边经济”实现了多样化发展。

中华鲟的天然居所

黄河故道九曲十八弯，在刘口结湾成湖，水质优
良。在豫鲁苏皖四省交界，天然鱼塘能养50斤以上大鱼
的，唯有位居刘口乡的瑞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原因，
就在于此。

“瑞丰农业的鱼塘水深5米，池水与故道生态水系相
通，水体自然交换，水质稳定在优级。”4月11日，瑞丰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坤正向记者介绍情况，突
然，听到有人兴奋地大喊“上钩了”，我们快步走向鱼
塘，只见一根鱼线被深深地拉进了水里。

很快，周边垂钓的人都被吸引过来帮忙。几个人和
大鱼缠斗了有十来分钟，才将其拉上岸来。黄坤说：

“这条大鱼是中华鲟，估计得有 30 斤，最低价值 700
元，他钓上来就是他的啦。”

钓到中华鲟的陈先生饶有兴趣地说，中华鲟对水质
要求比较高，周边 100公里以内只有商丘境内的黄河故
道水能养中华鲟。

“利用生态资源，打造旅游项目，黄河故道具有天
然优势，我有信心做好。”从北京来的李墨谦是瑞丰农
业的总工程师。他以前一直在一线城市打造生态园林，
从不在三四线城市做，但到了商丘后，他被吸引住了。
他说，黄河故道具有独特的生态美。

瑞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刘口乡张彭村，105国
道西侧，总占地面积约3000亩，一期项目总投资1.1327
亿元。该项目建设内容包括休闲农业观光区、工厂花卉
生产区、果树采摘区、光伏电食用菌生产区、奶牛标准

化养殖区及苗圃种植区等功能区。项目建成后，农产品
产出及休闲观光年收入可达1500万元。

刘口乡乡长王建伟介绍说，生态农业是刘口的主打
项目。如今，105国道至天沐湖二号码头 4.5公里道路已
修通，在村民种植小杂果的基础上，引导扩大大樱桃的种
植，增加农民收入，打造旅游生态廊道。结合张彭社区建
设，拓宽景区道路，为天沐湖景区的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保护性开发在升级

弯弯曲曲的河道两旁是望不穿的深林，这边白鹅戏
水，那边鱼翔浅底，精心设计的花圃，百花纵情绽放，
来到这里，仿佛置身世外桃源。

这里是正在打造的太阳城生态社区。据园区项目负
责人王忠信介绍，10年前，他们来这里时，遍地荒草，
盐碱地风吹狂沙起，可以说是“不毛之地”。如今，经
过引进投资方，本着保护性开发的原则，造出了生态湿
地、游乐美景。

“保护好湿地就是最大的政绩，我们乡从不盲目招
商，只要和整体规划有冲突的、对于生态环境有影响
的，效益再好我们也不要。对湿地和故道进行保护性开
发是刘口乡始终坚持的‘硬杠杠’。”王建伟说，刘口乡
一直把发展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因此，对全乡发展规
划和生态建设异常重视，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

2013年，已经成为“河南省生态乡镇”的刘口乡，
将美丽乡村建设工程列为全乡工作之首。2014年年底，
刘口乡刘灿村并评定为“第四届全国文明村镇”，成为
全市在当届评选活动中唯一当选的“美丽村庄”。

刘口乡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已定，就是努力建成一批
“留得住乡愁”的乡村自然风光、民俗风情、人文景观、
特色农业等产业的休闲观光示范基地，打造宜商、宜
居、宜旅，辐射豫鲁两省四县（区）的中心性小城镇。

（执笔： 商丘报业全媒体记者 侯国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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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口乡：故道风情一湖水
黄河故道生态走廊探访全媒体报道组

刘口乡群众利用森林公园林地生态资源大力发展林下特色养殖业。 商丘报业全媒体记者 崔 坤 摄

4月17日，著名洋笑星大山到商丘“寻根”，实地了解商
丘古城保护开发利用及市第一人民医院发展情况。大山的祖
父多年前曾在商丘行医，大山本人也多次到商丘寻找其祖
父曾经工作和生活的地方。2007年，大山被授予商丘市荣誉
市民称号，并被聘为商丘古城形象大使。他表示，商丘古城
的修复完善规划非常大气，建设力度也很大，今后要好好地
为商丘的旅游事业做些事。 本报记者 马基随 摄

大山到商丘“寻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