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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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故道生态走廊探访⑦⑦

黄河故道生态走廊
全媒体探访示意图

本报讯（记者 张 博） 4月18日，商丘市人民政府与京东
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就电子商务进农村战略进行深层次
合作。副市长张弛出席仪式并致辞。

张弛在致辞中指出，近年来，商丘市委、市政府始终把
发展电子商务作为拓展经济发展新模式、改善经济结构工作
的重要举措来抓，先后成立了电子商务发展领导组织和行业
协会，制订和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和鼓励电商发展的政策。京
东集团作为我国的电子商务龙头企业，拥有雄厚的资金实
力、先进的营销模式、成熟的管理理念、一流的电商服务技
术和团队。此次协议签约成功，标志着我市电子商务进农村
工程迈入了新的阶段，合作双方在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的基础
上，必定会不断提高合作层次、扩大合作领域，推进商丘农
村就业、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打通农村物流“最后一
公里”，方便百姓生产生活，为推动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积
极作用。

张弛强调，商丘将秉承“亲商、重商、爱商、护商”的
理念，按照协议规程，进一步深化企业服务，营造优良的环
境，创造良好的氛围，创造最多的条件，支持企业发展。各
县（区）、各有关部门要与京东集团密切配合，为企业排忧解
难，落实好相关扶持政策，积极整合资源，以此为契机推进
我市电子商务进农村工作开展，带动农村经济新发展。

市政府与京东集团就电子商务进农村工程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深入开展懒政怠政深入开展懒政怠政““四个不为四个不为””专项治理活动专项治理活动

它本来是派去镇守商丘北大门的勇猛卫士，战狂
风、固风沙、斗盐碱，几十年威猛顽强，把根死死地插
进黄河故道那松软的泥土里，守护身后的万顷良田和繁
荣兴盛的商丘城。它在与风沙的斗争中愈斗愈强，咬定
黄河滩几十年不放松，现在它竟然枝繁叶茂、浩浩兮十
万亩，从苦役似的卫士羽化成了广袤的生态绿洲。

4月 13日，我们在黄河故道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主
任兼梁园区国有林场场长唐均的陪同下，走进商丘黄河
故道国家森林公园，走进商丘人民身后这片最茂密、最
广阔的绿色廊带。

狂风飞沙，曾是灾害之源

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又一次咆哮着决堤北
上，历经苦难的豫东人民从此结束了黄河水患的噩梦，
但随之而来的却是黄河故道掀起的风沙之灾。“白茫
茫、野荒荒，三里无人，五里无村庄，端起碗来半是黄
沙半是汤”、“大风一起，刮到犁底，大风一停，沟满壕
平”，这些广为流传的民谣形象地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唐均说，那时候，商丘 310国道以北，现在的大片良田
都没有，全是沙滩，“地上白花花的，一二十里地才能
看见几棵红柳条”。

在森林公园里穿行，随时能看到那时候的风沙给故
道留下的印痕。森林公园里的林地，高低起伏，像城市
里故意堆出来的曲线。林场工人说，那些高起的地方并
不是工人故意堆土进行的美化，都是当初流动的沙丘，
后来栽上树，把沙丘地形固定下来就成了现在的模样。
唐均说，现在森林公园里的村民盖房子，随便拉一车子
土，仍然可以当面沙用。森林的下面，还是扬沙地。如
果没有森林的守护，一夜间，黄河故道就会扬沙再起，
遮天蔽日。

万顷林海，书写造林史诗

森林公园，是勤劳的故道人民从风沙里夺回来的绿
洲。森林公园建设的历程，其实就是一部林场工人战天
斗地的史诗。

1958年，为了锁住风沙、改良盐碱地，商丘市成立
了国有林场（即现在的梁园区国有林场），工人绝大多
数来自于故道旁边的村民，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战风
沙、斗盐碱的植树造林运动。

那时候栽的树主要是乡土树种，以刺槐为多。
当时林场工人在风沙中栽下了多少刺槐呢？用这样

一件事可以窥见一斑。在上世纪90年代初没有将刺槐轮
替成杨树以前，每到春天采蜜的时候，养蜂人把新收集
的蜜通过3辆货车卖给商丘市内的土产、外贸门市部。3
辆车要日夜不停地拉，“一会儿闲空都没有”。

我们在黄河故道北岸看到了一片留存下来的2300亩
刺槐林。这也是国有林场成立后第一批栽植的刺槐林。

尽管距今已经近60年，但因为沙土地的贫瘠，树木还只
有碗口粗细。在那片刺槐林里，地上横躺着很多被风刮
断的残树断枝。有的树还被连根拔起，就在那儿裸露着
干瘪发黄的根须，诉说着故道狂风的无情与狂妄。

护林员李富先说，上世纪80年代，林场的树还没有
这么粗壮时，他骑自行车到林场上班，风沙一起，推着
车子都走不动。栽的树，有时候得用人摁着。

就是在这种浇下一桶水瞬间就漏得了无影踪的沙滩
上，就是在这种一阵狂风就能把生长了几十年的树木连
根拔起的泥土里，就是在这种风沙吹来时人都寸步难行
的恶劣环境下，林场工人们战天斗地，顽强把沙滩改造
成了绿洲，把风口建设成了商丘人民的绿色屏障。

目前，黄河故道国家森林公园已建成防风固沙林
17.7 万亩，森林蓄积量 1.8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
85.1%。2002年12月3日，国家林业局批准建立商丘黄河
故道国家森林公园，这是全国唯一一处完全在人工林基
础上建设的国家森林公园，填补了我国平原地区无人工
林国家级森林公园的空白。2006年8月26日，商丘黄河故
道国家森林公园被国家旅游局评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

行走在林木茂密、清风怡人的森林公园，看着戴着
隔蜂帽子的养蜂人在成群的蜜蜂里忙忙碌碌，听着林场
工人讲风沙肆虐的50年前，好像在听一个遥远的故事。

生态廊带，打造旅游公园

据唐均讲，森林公园很快就将建设成为商丘人民的

生态旅游度假胜地。
2014 年 6 月，梁园区与安徽佳胜集团达成合作意

向，佳胜集团将持续投资26亿元，开发商丘黄河故道国
家森林公园。根据规划，该项目将以创建国家 5A级景
区为目标，分三期实施建设，建设总周期约为5年。

在《商丘黄河故道国家森林公园旅游规划图》上，
我们看到了森林公园更加振奋人心的美好明天。天泉湖
与天沐湖之间，将打通拓宽成为一条宽阔的水道，与天
沐湖、天泉湖一起建成水上乐园区。在现在的果树林区
补栽各种果树，建成百果园区。在林区里种植芍药、牡
丹等各种花卉，规划成植物园区。更让人振奋的是，在
森林公园东北部，还将建设一个占地3000亩的森林野生
动物园。这个森林野生动物园正在进行前期工作，今年
7月1日就将建设。

我们在林场工人的带领下，赶到将要建设森林野生
动物园所在的林地，在这片3000亩的蓝图上，想留下几
个我们曾经来过的脚印。

意外地，我们看到了几十棵大杨树。大杨树大约是
在1984年林场建分场的时候栽植的，现在都有4层楼高
了，树身需要两个成年人合抱才能围绕。在森林公园
里，还生长着几十棵 200多年的老柿树。尽管是以人工
林为主，但在茂密的黄河故道国家森林公园里，有这样
粗壮的大杨树和咬定风沙 200年的古柿树，这也算是厚
重的黄河故道为我们留下的历史印痕吧。

明天的黄河故道国家森林公园，有清风荡漾的天泉
湖和天沐湖，有奔流了一百多年的黄河故道水带，有茂
密的蜂飞蝶舞的森林，还有那虎啸鹿鸣的野生动物园、
各种花卉竞相开放的百花园和质朴勤劳的故道人家……
这儿，就是商丘人民休闲度假的最好的后花园。

（执笔： 商丘报业全媒体记者 蒋友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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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公园：风沙故道羽化成的生态廊带
黄河故道生态走廊探访全媒体报道组

本报讯（记者 王正阳）日前，市民政局组织局机关
全体人员和局属单位中层以上干部举办廉政教育党课，教
育广大职工守住底线、不碰红线、勤于学习、勇于担当、
积极作为，为“四个不为”专项治理活动转入第二阶段打
牢了思想基础。

在此基础上，市民政局持续发力，不断加大工作力
度，对局属二级机构第一阶段专项治理活动开展情况进行
全面督导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建立台账，逐个指导、逐一
销号，确保实效。同时，全面开启自查自纠工作，明确查
纠“四个不为”问题重点领域，重点查纠涉及群众切身利
益的事项，深入基层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对群众反
映的问题立行立改，做到不掩盖、不回避、不护短、不走
过场，以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果，赢得群众的支持和信赖。

市民政局专项治理活动转入新阶段

持续发力 确保实效

本报讯（记者 张 博） 4月17日，中建七局商丘区域工程
项目劳动竞赛誓师动员大会在商丘文化艺术中心项目部召
开。市总工会、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工会，中建七局工会等有
关部门出席大会。

据了解，参与此次劳动竞赛的项目包括商丘森林公园项
目、高铁站前广场、田园社区安置房、商务中心区安置房、
商丘文化艺术中心项目等 5个民生工程，是我市政府关注度
高、社会影响面大的重大建设项目。为加快工程进度，提高
项目履约能力，树立企业品牌，调动全体参建员工的工作积
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中建七局特在商丘区域工程项目开
展劳动竞赛活动，以确保项目的顺利完成。

据了解，自 2015年 10月以来，中建七局掀起了与我市的
新一轮合作高潮，共承接融投资项目2个，合同额22亿元；融
资带动总承包项目 2 个，合同额 15.4 亿元；PPP 模式项目 8
个，合同额74.8亿元，项目合同额总额超过百亿元。

中建七局以竞赛促建设

确保在我市项目顺利完成

黄河故道国家森林公园是全国唯一一处完全在人工林基础上建设的国家森林公园。 商丘报业全媒体记者 崔 坤 摄

为深入推进质量强市建设和供给侧改革，树立质量
标杆，弘扬工匠精神，勇攀质量高峰，全面提升我市质
量竞争力，让追求卓越、崇尚质量成为全社会的价值导
向和时代精神，根据《商丘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质量兴
市战略的意见》和《商丘市市长质量奖管理办法》等有
关规定，现将开展第五届商丘市市长质量奖评选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申报范围和时间
商丘市市长质量奖的评审范围是：制造业、服务

业、工程建设等行业中的优势骨干企业或单位，凡符合条
件的均可申报。申报时间为2016年6月15日至7月10日。

二、申报条件

1.依法在商丘市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并取得相关证
照，具有法人资格，从事合法生产经营5年以上。2.质量
领先。坚持以质取胜，树立质量第一的经营理念，积极
推广先进的质量管理方法，产品 （服务） 质量水平领
先。3.技术创新。技术标准水平和创新能力在国内同行
业处于领先地位。4.品牌优秀。有广泛的社会知名度与
影响力，标杆示范带动作用强，具有良好的诚信记录和
社会声誉。5.效益突出。具有杰出的经营业绩或社会贡
献，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其质量水平、经营收入、
利税总额或总资产贡献率等指标在上年度位居国内同行
业前列。6.申报组织应获得所属地政府质量管理部门或
行业主管部门推荐，并获得过县（区）长质量奖。

三、评审标准
商丘市市长质量奖评审标准主要依据：GB/T19580-

2012《卓越绩效评价准则》、《商丘市市长质量奖评审实
施细则》等。

四、评审程序
主要程序是：申报、受理、评审、公示、审定表彰。
五、有关事项
《商丘市市长质量奖申报书》在商丘市质量技术监督

局网站(网址: http://sq.haqi.gov.cn/)上发布，相关单位、
企业可通过网址浏览下载填报。

联系单位：商丘市质量强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联系电话：0370—2799080
联系人：陈国庆、王冰
地址：商丘市长江东路259号
邮编：476000

商丘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6年4月15日

关于开展第五届商丘市市长质量奖评选的公告

（上接1版）
会议强调，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

展，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民办学校的领导，
设立民办学校要做到党的建设同步谋划、
党的组织同步设置、党的工作同步开展，
确保民办学校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
向。要建立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分
类登记、分类管理制度，提高教育质量。

会议指出，保护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
责，是加强司法人员职业保障，确保依法
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重要举
措。要严格保护措施，任何单位或者个人
不得要求法官、检察官从事超出法定职责
范围的事务，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

序，不得将法官、检察官调离、免职、辞
退或者作出降级、撤职等处分。对干扰阻
碍司法活动、暴力伤害司法人员及其近亲
属的行为，要依法从严惩处。

会议同意宁夏回族自治区开展空间规
划 （多规合一） 试点，要求加强组织领
导、积极探索、大胆创新，中央有关部门
要支持配合、跟踪进展、总结经验。

会议强调，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有关
改革举措实施规划（2016-2020年），明确
了改革举措的改革路径、成果形式、时间
进度。要聚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组
织好规划实施工作，确保各项改革举措落
地见效。

会议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全面
深化改革、落实新发展理念是相通的，
核心是体制机制创新，最终目标是形成
经济增长新机制。要围绕经济结构的制
度性问题推进改革，梳理推进“三去一
降一补”需集中出台和落实的改革举
措，打好组合拳，使各项改革措施同向
发力。要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财税
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构建开放型
经济新体制等，发挥其对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基础性作用。

会议强调，社会事业改革关乎民生、
连接民心。要坚定不移把改革总体设计
中有关社会事业、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改

革要求落到实处，加快推进有关健全就
业创业体制机制、深化教育体制改革、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立更加公平
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等重点任务。要关注群众多方
面、多层次需求，创新方式方法，多用
善用会用多予少取、放活普惠的办法推
进改革，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
忧。要认真分析归纳民生领域的热点难
点问题，列出清单，拿出措施，每年办
成几件实实在在的事情。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员出
席，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以及有关地方负
责同志列席会议。

近日，睢阳区司法局工作人员对市民进行相关法律宣
传。当日，市依法治市办公室、市国家安全局、市司法局在
金世纪广场联合开展了“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系列宣传活
动，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国家安全意识及维护国家安全的
自觉性。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日前，市住建局举行“四个不为”专项治理知识竞
赛。竞赛活动以《党章》、《准则》、《条例》、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法律法规及业务知识为主要内
容，共有39支代表队参加。 本报记者 孔 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