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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命：
白军绪为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刑事审判庭庭长；
谢劳动为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
白中哲为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副庭长；
吴传敏为商丘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尹海英为商丘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张 宇为商丘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王洪波为商丘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杨永香为商丘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韩胜利为商丘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徐 刚为商丘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周前进为商丘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朱士光为商丘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赵 哲为商丘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桑广华为商丘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免 去：
白军绪的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职务；
肖云华的商丘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职务。

商丘市人大常委会公告
（2016年4月28日商丘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

本报讯（记者 李 奇） 4
月 28日，河南省实行最严格
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组在组
长、省环保厅总工程师朱予
建的带领下，来我市就 2015
年度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实行情况进行考核并召开座
谈会。副市长张家明出席座
谈会。

考核组分别到商丘贵友
食品有限公司、上海现代哈
森 （商丘） 药业有限公司、
虞城县水功能区等地，现场
检查各单位取水水源及计量
设施、取水许可手续、计划
用水、水资源费缴纳等情况。

在座谈会上，张家明就
我市 2015年度最严格水资源
管理制度目标完成情况、制
度建设和措施落实情况、取

得的成效、存在问题、今后
整改措施等有关情况进行了
汇报。考核组对我市 2015年
度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
度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
定，并指出，商丘一直非常
重视水资源管理工作，扎
实推进最严格水资源管理
制度的实施，较好地完成
了年度任务目标，并对当
前及下步工作开展提出具
体意见，继续加强水生态
文明建设，全力做好中期
评估准备工作，加强入河
排污口的监督与管理，依
据水资源保护的要求来做
好水资源保护工作；加大
水资源节约、保护、管理
的投入力度，保障各项水资
源管理工作顺利进行。

省考核组莅商

对水资源管理工作进行考核

本报讯（记者 李 岩） 4
月 28日，由交通运输部、中
华全国总工会主办的“2015
年感动交通十大年度人物”
推选宣传活动评选揭晓。商
丘市水上义务救援队队长黄
伟荣获“2015年感动交通十
大年度人物”。

据悉，活动启动以来，
共收到各单位上报的推荐人

物 271 位 （组），其中个人
215 名、团体 56 个，涵盖了
公路、水路、运输、铁路、
民航、邮政等各领域。经过
报名推荐、专家初选、公示
投票、专家评审等程序，最
终确定了入选名单。

当前，黄伟正在北京参
加“2015年感动交通十大年
度人物”颁奖活动。

商丘市水上义务救援队队长黄伟

荣获“2015年感动交通十大年度人物”

对黄河故道的探访，我们从虞城县张集镇马滩村开
始，一路西进，途经梁园、宁陵、民权，终于要来到新
老黄河的交汇口了。遥想当年，黄河以不可逆转之势转
而向北，彻底离开了这片她曾经哺育过的土地。而如
今，黄河之水经开封兰考新三义寨水闸，被再次引入故
道，继续哺育豫东儿女，不知如今之黄河水是否认识当
年的黄河故道呢？

一路向西，在进入新旧黄河的结合点之前，我们探
访了故道进入商丘后首先流经的两个乡镇，也是本次故
道探访要走过的最后两个乡镇。

人和永睦谓之“人和”

故道南侧的人和镇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镇，这里有
古外黄遗址，有因孔子绕道留下美名的宁车湾村，有东
山子汉墓群等遗址。

说起人和镇的镇名，有一段佳话可以说说。相传在
明嘉靖年间，任、陈、闫由杞县仪封迁至此地，建任
庄、陈庄、闫庄。后因三村闹事不睦，是非纠纷迭起，
经杞县知县杜峰领出面调解，三姓言和，重归于好，筑
寨合一，并兴集会，取人和永睦之意而得名。

跟随着人和镇文化馆馆长程德全，我们深入到东山
子村的一片果园里。在一条土路边，我们看到了书有

“东山子遗址”的石碑。据介绍，这处遗址的土壤并不
是沙土，而是黏度很高的泥土。只是从土壤颜色上看，
就能与周围浅黄的沙土地呈现鲜明的对比，“这些泥
土，据说都是从外面拉过来的。”程德全介绍说。

离开东山子遗址，我们接着来到了人和镇的县级民
俗文化馆。还没有进入文化馆，我们就被馆外摆放的物
品吸引住了。只见农村使用的传统的石磨、石碾、石槽
等农用工具一字排开。而在文化馆内，木制的四轮车、
纺织机、煤油灯、铜锅等农具和农村生活用品，不仅定
格了一段历史，更展现了农村传统文化之美。

毗邻故道，人和镇不仅有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文
化，现代农业的发展也是风生水起。

人和镇既有小麦、花生等粮食种植区，也有水果、
无公害农产品种植区。目前，该镇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20家，其中获无公害产品认证3个，注册农产品商标
1个。西屯双飞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建成了集科技示
范、种植养殖、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生态庄园520亩，分
为草莓采摘区、葡萄观光区、无公害蔬菜区、无公害养
殖区四大功能区，现有果蔬日光温室大棚 35个，实现
年产值1750万元、利润560万元，成为民权县第一家生
态农庄，被农业部等9部委命名“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
社”。

人才辈出的双塔乡

人和镇西侧的双塔乡，因位于民权县最西部，地处
商丘、开封两市接合部，素有商丘“西大门”之称。该
乡也因历史悠久、人才辈出而闻名。

说起双塔乡的地名，也有一段佳话。在唐代，不大

的双塔村有着规模宏大的总成寺，寺内有两座六棱十三
级砖塔。到北宋天圣二年（1024年），从该村走出去的
宋庠、宋祁两兄弟中同榜甲科进士，村人以为是“双浮
屠”之应。1999年，双塔乡再次重修了现在的青石双
塔，并开辟了双塔科考文化园。

在双塔乡的双塔村，我们见到了这两座青石砌成的
塔。虽然双塔已不复当年盛貌，但是这里厚重的文化底
蕴，却一直传承不衰。据《双塔乡志》不完全统计，民
权县双塔乡自恢复高考以来的 30年间，全乡共计考上
大学本科、专科人数约 1200人，其中考取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等著名学府的有 5人，成为博士的 6人、硕士
39人，为全国各地输送了大量的优秀人才。

在双塔乡，上面说到的石塔可不是“辈分”最高的
古迹。在牛牧岗村，牛牧岗遗址堆积了包括仰韶文化、
河南龙山文化、先商文化、商代文化以及东周、西汉、
唐宋、明清等文化遗存，其中尤以龙山文化、商代文
化、东周文化堆积最为丰富。2008年6月15日，牛牧岗
遗址已被省人民政府列入“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张兴隆看护牛牧岗遗址已经好多年了，为了不让村
民在遗址上挖土，张兴隆想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
——在遗址上大量种植树木。有两棵树张兴隆记得最是
清楚，一棵是 1967年全村人集资 400元种下的皂角树，
另一棵是皂角树西 50米的白檀树，该树种于 1966年。
如今，这两棵树都已枝繁叶茂、冠如聚伞，成为当地的
地标树。就说那棵白檀树吧，如今牛牧岗村的地理坐
标，就是该树的坐标位置。

终点也是起点

在踏上最后的“溯源”之旅前，探访组全体成员一

起来到了野岗乡的坝窝村，去瞻仰那座建成于上世纪
60年代末的坝窝水闸。这座水闸，上接兰考新三义寨
水闸，下连吴屯水库，是黄河水进入商丘后的第一座水
闸。

黄河之水经过沉淀，进入坝窝水闸后已经变得通透
清澈了许多。河道两岸茂密的树林将商丘引黄总干渠深
深包裹起来，河水缓慢地流淌着，时而划空而过的飞
鸟，短暂地打断了长久的安静和平静。

而此时，每一个探访组成员的内心都是无法平静
的。所谓“近乡情更怯”，怯的是一种“物是人非”。而
对于探访组来讲，当距离故道源头越来越近的时候，每
个人的心怯都应该有所不同吧。就记者本人来讲，我所
怯的是担心自己的内心能否承担得起看到黄河时的冲
击。

一路闭目，车开了很久终于停了下来。睁开眼，我
们已经来到了兰考新三义寨水闸。三条水渠从水闸流
出，有人指着中间的水渠说，这条渠里的水，就是流到
商丘的！突然，记者有种莫名想哭的冲动。

站在新三义寨水闸前，我们是看不到黄河的。驱车
沿着黄河大坝向西，拐了几个弯，黄河终于崭露出了她
的宏大身姿。

看惯了吴屯和林七这样的水库，当真正站在黄河面
前的时候，我们才终于知道了何为“渺小”。黄河所展
现出的那种义无反顾的流淌之势，以及那浑浊和厚重的
河水，似能催眠人心，让你出神观望、久久不能自已。

这里，是我们对黄河故道探访的终点，更是黄河之
水进入商丘黄河故道的起点。在这个空间的结合处，我
们深深地感到了一种时间的结合。这是新老黄河的交
接，这是历史与现实的交接。

我们在探访之行的终点，充满信心地展望着在我市
“一廊提升”——黄河故道生态走廊提升发展工程的推
动下，沉寂已久的故道将站在新的起点上，再次醒来。

(执笔：商丘报业全媒体记者 祁 博)

引黄总干渠：黄河之水与故道的邂逅
黄河故道生态走廊探访全媒体报道组

经过20多天的沿线采访报道，商丘日报报业集团黄河故道生态走廊探访聚焦全媒体采访组，4月20日抵达黄
河故道最上游的新三义寨引黄涵闸处。至此，“东和环保杯”黄河故道生态走廊探访聚焦行满全程。

商丘报业全媒体记者 魏文慧 摄

黄河故道生态走廊
全媒体探访示意图

（上接1版）
在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

小岗村是农村改革的主要发源地。在小岗村大包干等农业
生产责任制基础上形成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
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们党农村政策的重要基石。在小
岗村召开这个座谈会，具有特殊意义。

习近平强调，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改革的伟大实践，推
动我国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这些巨大变化，使广大农民看到了走向富裕的光明前景，
坚定了跟着我们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对农
村改革的成功实践和经验，要长期坚持、不断完善。

习近平指出，当前，农业还是现代化建设的短腿，农
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全党必须始终高度重视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把“三农”工作牢牢抓住、紧紧
抓好，不断抓出新的成效。解决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各种
矛盾和问题，根本靠深化改革。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
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最大的政策，就是
必须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
有，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
要抓紧落实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真正让农民吃上

“定心丸”。
习近平强调，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要顺应农民保

留土地承包权、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意愿，把农民土地承包

经营权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实现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置并
行。这是农村改革又一次重大制度创新。放活土地经营
权，推动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政策性很强，要把握好流
转、集中、规模经营的度，要与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
转移规模相适应，与农业科技进步和生产手段改进程度相
适应，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提高相适应。要尊重农民意
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
是代替农民选择，可以示范和引导，但不搞强迫命令、不
刮风、不一刀切。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
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
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

习近平指出，深化农村改革需要多要素联动。要在坚
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同时，着力推进农村集体资
产确权到户和股份合作制改革，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
系，推进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健全农业支持保护制度，
促进农业转移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
体制机制。

习近平强调，加快农村发展，要紧紧扭住发展现代农
业、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3大任务。发展
现代农业，要在稳定粮食生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基础
上，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
加快构建职业农民队伍，形成一支高素质农业生产经营者
队伍。增加农民收入，要构建长效政策机制，通过发展农
村经济、组织农民外出务工经商、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等

多种途径，不断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让广大农民尽快
富裕起来。在政策上，要考虑如何提高粮食生产效益、增
加农民种粮收入，实现农民生产粮食和增加收入齐头并
进，不让种粮农民在经济上吃亏，不让种粮大县在财政上
吃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规划先行，遵循乡村自身
发展规律，补农村短板，扬农村长处，注意乡土味道，保
留乡村风貌，留住田园乡愁。要因地制宜搞好农村人居环
境综合整治，创造干净整洁的农村生活环境。

习近平指出，农村稳定是广大农民切身利益。农村地
域辽阔，农民居住分散，乡情千差万别，加强和创新社会
管理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优先方向，树立系统治理、依
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理念。要形成农村社会事业
发展合力，努力让广大农民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
养、住有所居。要推进平安乡镇、平安村庄建设，开展突
出治安问题专项整治，引导广大农民自觉守法用法。

习近平强调，党管农村工作是我们的传统，这个传统
不能丢。各级党委要加强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各级领
导干部要多到农村走一走、多到农民家里看一看，了解农
民诉求和期盼，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真心实意帮助农民解
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做广大农民贴心人。要把农村
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落实党的政策、带领农民致富、密切
联系群众、维护农村稳定的坚强领导核心。

王沪宁、栗战书和安徽省、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
加座谈会。

加大推进新形势下农村改革力度 促进农业基础稳固农民安居乐业

本报讯（记者 司鹤欣）
记者从市民政局了解到，近
日，市政府办公室下发了
《关于开展全市城乡最低生活
保障对象全面复核认定的通
知》。《通知》要求，要“以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基准，
准确核查家庭收入，切实做
到对象认定准确、申请审核
审批程序严谨、公示制度完
善，使符合低保条件的家庭
应保尽保，不符合条件的低
保对象应退必退，确保精准
救助，托住底线。”

据了解，此次复核对象
为截止到 2016年 3月 31日前

审批的现有低保对象，各县
（区）相关部门将通过入户调
查、信息核对、走访调查等
方式对低保对象及家庭成员
信息、公示情况等进行核
查。

此项工作分为动员部
署、调查核查、长期公示、
整改提高四个阶段。入户调
查结束后，通过核对平台进
行信息核对，对不符合条件
的对象，将及时清退。为了
做好这项工作，市民政局特
公 布 联 系 电 话 0370-
3289295，方便市民就相关问
题进行咨询和监督举报。

我市将对现有低保对象
进 行 全 面 复 核 认 定

4月28日，国内知名内外科专家在商都广场为我市一患者
义诊。当天上午，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市民政局发起，并
与国际心胸专家俱乐部联合打造的“心动中国·博爱行动”

“中国心梦想”商丘站定点救助项目再起航。据了解，“中国
心梦想”项目，自2013年在我市实施以来，共救助商丘贫困
重症心胸疾病患者100多名，总救助金额近500万元，帮助贫
困心胸疾病患者走出困境。 本报记者 马基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