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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7℃、38℃……连续十几天
的高温“烧烤”着豫东大地。

督导巡查在路上

8月 3日下午 2点，经过一上午的暴
晒，路面温度将近 40℃，还冒着热腾腾
的水蒸气。

在应天路一品江山小区附近，睢阳
区宋城办事处党委书记许华正骑着自行
车巡查路面。他头上没有戴遮阳帽，连
一瓶水也没有带，正在看应天路的环境
卫生和防尘网覆盖情况。

沿着归德路一直向北走，他看到辅
道两边的树坑里防尘网覆盖不彻底，就
下车覆盖，一个树坑一个树坑的检查，
看到有施工的工人，再三叮嘱施完工要
及时的覆盖住。

当从天祥花园小区出来，汗水早已
湿透衣服，眼里不断有汗水浸入，涩辣
难耐。许华看了看表，已经是下午 5点
半。“我 6点有个会，现在要赶紧过去。

还有良浩家属院、职业家属院、尚城花
园这几个地方，你们再去看看，一定要
仔细排查，确保覆盖无死角。”许华叮嘱
办事处工作人员。

辛勤工作在路上

王晶晶是宋城办事处一品江山网格
的网格长，自从被分到应天路一品江
山，她嗓子一直都是哑的。“我们办事
处每天都是早上 6点上班，盖网、清除
垃圾等开始一天的工作，每天都是到晚
上 9点才结束，好多以前垃圾死角都没
清除完，大车进不去只能用小的电动车
一点一点往外运，应天路上的店铺门前
有好多垃圾，部分堆得很高，还发出一
阵阵恶臭，我们要打扫干净，还要挨家
挨户的给他们讲大气污染的危害，要求
他们以后要把垃圾放到垃圾桶，不能随
便丢弃。”王晶晶用沙哑的嗓音说。

“我们这个网格有 3个人，虽然任务
很艰巨，但是我们从来都没有抱怨，早

上 6 点我就到了职业技术学院家属院，
然后开始一个停车位一个停车位的盖防
尘网，汗流进眼睛里也来不及擦，实在
又累又饿了，就喝点水歇会接着干，一
直到早上 9点多才能吃上早餐，38℃的
高温，实在是吃不下东西，就随便喝点
豆浆或者水解决，吃完早饭后就开始去
清理垃圾，职业技术家属院东边有个垃
圾堆，生活垃圾、建筑垃圾都放在那，
我们用 5 天时间终于把垃圾清除完
毕。”职业技术学院家属院网格长许莹
莉说。

维景社区帝景南苑网格员曹庆显以
前是个白白的小伙子，经过这几天的

“奋战”，脸庞显得很黝黑。
曹庆显告诉笔者，以前的蓬莱西路

真是脏、乱、差，各种垃圾遍地，小商
小贩出店经营，一到晚上各种大排档、
夜市就出来了。现在规定小商贩不准出
店经营，晚上夜市也被治理了。

坚守岗位在路上

“自从大气污染治理以来，我也记不清
有多久没休息了，大家都是早上 6点去上
班，晚上大概10点左右才回家。早上起来
时候，儿子还没起床，晚上回到家他已经睡
着了。本来答应周末带他出去玩，也没法
实现。不过儿子还算懂事，知道我工作忙，
他虽然有时候会闹点小情绪，但是挺支持
我的工作，这就是我坚守下来的动力。”天
祥社区职业网格员裴月华对笔者说。

网格员曹慧慧是驻张吉庄村办事处
人员，从大气污染治理开始也一直坚守在
岗位，和同事一起去盖防尘网、清除村里
垃圾、打捞臭水沟漂浮物等。由于连续几
天的“奋战”，加上天气炎热，在一次盖防
尘网的过程中晕倒了。办事处工作人员
及时发现把她送到医院，躺在病床上的曹
慧慧还在说：“没事，大家都回去吧，别耽
误工作，我这输完液就好了，我还要回去
战斗的！”

宋城办事处：大气污染防治在路上
□ 张 来

“办不办拉倒，这婚不结都行！”娇
美的姑娘一脸的不高兴，对着沈祥坤一
顿埋怨。

“咋办？大气污染防治这么紧张，
紧箍咒一道比一道紧，这个时候结婚合
适吗？”沈祥坤无奈而又耐心地给未婚
妻解释着，左胳膊上“执勤”的袖章在
烈日下十分耀眼。

这是几天前发生在梁园区长征办事
处货场路上两个年轻人吵嘴的一幕，路
人都劝说姑娘：小伙子做得对，再等几
天吧。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沈祥坤是长征
街道办事处货场社区的一名工作人员，
今年 26岁。未婚妻小他一岁，是一名
小学教师，二人早在一年前就定下了婚
约，婚期就在今年8月1日。

婚姻是人生之大事，两个年轻人的
婚姻大事牵动着双方父母的心，早在几
个月前，两家人就着手张罗结婚事宜，
找好了婚庆公司，找好了迎亲的车子，
找好了伴郎和伴娘，找好了双方亲戚贺
喜就餐的饭店，并给婚庆公司和饭店交
付了定金。

在这当儿，全市大气污染防治的冲
锋号吹响了，梁园区委、区政府号召全
员上阵，以“壮士断腕”之决心向大气
污染宣战。

命令在即，千里雷霆，梁园区千军
万马离开机关走向前沿“封沙锁尘”，
可谓是破釜沉舟血战沙场。从这场史无

前例的“治污”战役打响后，沈祥坤按照工作分工，负责货
场路面的清扫保洁，每天早上6点钟上路执勤，不到夜里10
点半没有离开过岗位，真是严防死守。比起压倒一切工作的
大气污染防治，个人婚礼当属小事一桩。想起这些，沈祥坤
临婚变卦，决定延期结婚。

“你说延期就延期了，亲戚都通知了怎么办，饭店定金还
退吗！”一听说推迟婚礼，沈祥坤的未婚妻不解的唠唠叨叨。

“婚期推几天不是大事，只要感情有岂在一个仪式，不
走红地毯我照样陪伴你白头偕老，可治理大气污染是一会也
不能等啊，老百姓都看着哩！”沈祥坤几乎是在哄姑娘。

不管是甜言蜜语，也不管是山盟海誓，几说几不说，姑
娘还真的改变了态度，不过小脸上还是一脸的严肃说：“大
环境所趋，我也能理解，只是这事来得太突然了，你好好干
吧，我等！”撂下这句话，姑娘骑上电动车消失在人群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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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马晓伟 通讯员 郑新胜）市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平安街道办事处在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中创新举措，开展监督员“随手拍”行动，确保
问题早发现早整改。目前，监督员“随手拍”发现
问题40余处，经反馈后已全部整改到位。

街道办事处组织3名监督员，到41个网格不间

断巡查，发现垃圾清理不到位、黄土裸露、道路损
坏等问题及时拍摄并上传微信工作群，工作群内由
各责任领导牵头限期整改，并将整改情况及时以图
文形式反馈，监督员随时复查。该办事处将以上环
节纳入精细化管理考核，实行督考相结合，对未能
按要求整改到位的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

平安街道办事处

“随手拍”助力大气污染防治

本报讯（朱昭霞）近日，睢阳区坞墙镇党委、
镇政府精心组织，加大投入，干群齐上阵防尘治
污，出台新举措攻坚拔寨，力推大气污染防治再上
新台阶。

该镇组织干群200余人，对镇区内15条街道进
行了全面清理整治。出动机动三轮车10余辆对“隐
身”的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进行清运，清扫卫生死
角 60余处，清运垃圾 1500立方米，彻底扫除卫生
死角。同时，出动挖掘机、推土机、铲车各一辆，
拆除公路两侧违章建筑30余间，治理占到经营摊位
90余个，确保店面规范、集市井然。

安装隔离设施，分流大型车辆。全市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开展后，该镇把经过区内的 105国道上北

行的大型车辆全部劝行工业大道，投入20余万元在
清华街中间安装了水泥墩隔离带，并在镇区内 327
省道向北所有路口设置了限高或限宽设施。

该镇巡查队对镇域内企业燃煤锅炉、黄标车、
露天烧烤等污染源进行了全面摸底排查，并建立分
类治理台账。现已关停 3家燃煤锅炉排污企业，关
停“五证”不全加油站 6家，推平 6家小型塑料颗
粒加工厂，治理黄标车、老旧车60余辆，依法关停
拆除砖瓦窑厂2家。

该镇购置了 120个垃圾桶、30辆小型垃圾清运
车和一辆大型垃圾运输车。帮助保洁公司在扶贫对
象户中新招收环卫工30人，明确了责任路段和职责
范围。

坞墙镇

防尘治污关键时 攻坚拔寨再出发

本报讯（记者 蒋友胜） 8月5日，柘城县召开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第三次工作推进会。该县所有县级领导干部，各乡镇（办事处）党政
正职，县直单位一把手，县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组办公室全体成
员及督导组成员，环保局中层以上干部参加会议。

会议通报了该县前阶段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开展情况和治理环境
污染不作为案件的查处情况。会议认为，柘城县当前的大气污染防治形
势依然严峻，各单位务必高度重视，要时刻保持清醒，切实履行主体责
任，真正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层层传导压力，确保完成各项目标任
务。对下一步的大气污染防治，要紧盯目标不放松，要坚持整改标准不
降低，要突出重点不留死角，要加强执法不懈怠。督查要一如既往地严
格，按照属地管理、党政同责的要求，对环境空气质量不达标且持续恶化
的区域，要问责主要负责人，对因工作不力、玩忽职守等导致未能有效应
对重污染天气的，严格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柘城县

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再加压推进

本报讯（记者 单保良 通讯员 孔 静）8月5日，细雨蒙蒙时下时停，
正在积极投身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市第一中学的党员们心系困难
群众，他们为困难家庭送温暖，引起群众一致称赞。

当日 10时许，市一中党委书记牛超带领在职党员代表，冒雨走进前
进街道一中社区，给该社区内的多户困难学生家庭送去学生桌椅、九阳
豆浆机、九阳电饼铛，并给社区送来党建图书，以充实社区文化书屋。同
时，还为辖区内青少年发放青少年心理咨询卡，提供免费咨询服务。

几年来，市一中按照“社区所需、居民所急、党员所能”的原则，充分
发挥在职党员的积极性，以改进作风、解决问题、联系群众、服务群众为
重要抓手，打通了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瓶颈。

前进街道一中社区负责人路美玲告诉记者，市一中党员关心群众疾
苦，坚持几年了，每逢节假日都要举行活动。一中党员的义举，营造了辖区
内全民支教的良好风尚，群众对此既表示感谢又十分满意。

市一中

党员殷殷爱心暖民心

8 月 6 日，示范区南京路
一拆迁工地实施雾炮降尘，湿
法作业。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市
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动员会议
精神，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严
格要求，采取湿法施工降尘、
工地车辆出入全部清洗等相关
措施，确保工程建设无尘作
业，助力实现天蓝地绿水清的
环保目标。

本报记者 邢栋 摄

谢永进 虞城县利民镇谢庄村人，从小习
武，辍学打工，西去新疆，南下云南，扛过
水泥，刨过大蒜，骑车销售，开车送货，依
靠扳手，人生转变。现任上海市闵行区申钢
五金工具经营部企业法人，上海基峰五金机
电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市商丘商会副会
长，九江市交通集团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
理。其公司为全国工商联五金机电商会理事

单位，全国五金机电采购联盟董事会单位，
江西省工商联五金机电会长单位。

创业感悟：规规矩矩做生意，不骗人，
挣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净的。

生活不易，四处奔波

谢永进是位实在人，实在人的创业经也
很实在：薄利多销现炒，厚利欠款不要，勤
进多销快跑，库存积压减小。从实实在在的
创业经上，就可以看出谢永进遭受过多少委
屈，流过多少辛酸的泪水。

谢永进文化程度不高，初中未毕业便步
入社会。出身农家的孩子，在没有外援的情
况下，前进每一步都是艰难的。而谢永进当
时唯一的本钱是有一个强健的身体，自幼习
武的他身强体壮，身上仿佛有使不完的力
气，也奠定了他远赴他乡务工的信心。

新疆两年里，他在煤矿、水泥厂、炼焦
厂里摸爬滚打，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并没有摧
垮谢永进的意志，更加坚定了他在外生存的
信心。2000 年，云南大关县的修铁路生活，
却给谢永进上了生动一课。繁重的体力劳
动，每天 25元的工钱并没有让谢永进存下多
少积蓄。当年临近麦收的时候，他从云南回

到商丘时，衣兜里仅剩 3元钱。离家还有 60
多里呢，咋办？他咬咬牙，早晨吃下一个馒
头，一路小跑，下午3点多才回到家。第二天
他就去山东金乡刨大蒜了。

创业艰难，上海求生

直到2000年夏忙结束后，谢永进卖掉200
多斤小麦换来104元钱，仅花费五元钱买了两
件旧衣服，怀揣剩下的 99元钱就南下上海。
到上海后，他在老乡的介绍下，在一家单位
里面做厨师。但是好景不长，由于不适应这
份工作，只好辞职。2000年 11月，他机缘巧
合地转行到五金这个行业。虞城，被誉为中
国钢卷尺城，谢永进自然知道家乡钢卷尺被
欢迎的程度。有需求，就有商机。他每天骑
着自行车四处贩卖钢卷尺。创业的过程是苦
的，谢永进每天骑行100多公里，屁股上都磨
出了膙子。舍不得吃喝，用矿泉水瓶盛自来
水，只吃河南拉面，因为河南拉面不加牛肉
的话，还可以免费送一份拉面。辛苦工作，
不一定就能得到相应的回报。由于他对这个
行业毕竟不熟悉，钱没有挣到，反而赔进去
好多。实在是走头无路了，他借来亲朋好友
的钱买了一辆二手面包车，整天在市场帮助

别人拉货挣些钱养家糊口。屋漏偏逢连夜
雨，好景不长，面包车被人偷走了。断了经
济来源，还欠别人 10多万元债务。当时，他
感觉整个人生陷入了低谷，一个人跑到海边
坐了一天一夜。2004年暑假，孩子在上海两
个月的假期里，竟然没有吃过一次雪糕。那
一年，是他第一次在上海过年，因为他没钱
去买回家的车票。

就在谢永进人生中最无助的时候，一个
朋友想在上海做五金这个行业，邀请他去做
业务经理。在他辛苦努力工作下，生活刚刚
有点起色的时候，他朋友公司因家庭矛盾破
产了，他又一次面临生活危机。后来，偶然
的一次机遇，他与别人合作开了一家五金公
司，营业额突破了 1000多万元。结果一年过
去了，钱没有赚到，反而合伙人背信弃义，
骗光他所有积蓄。

2008年的暴风雪即将降临的时候，谢永
进看到了商机，预判货源会很紧张。他筹借
300万元到湖南韶东进货，全部是活动扳手。
货到上海的第二天，便大雪封门。当时，整
个华东的活动扳手都在谢永进手里了。谢永
进挣了很多钱，还没等他兴奋地数钱，2008
年下半年的金融危机就让他又赔了进去。

二次创业，终获成功

谢永进有些垂头丧气，不过，在媳妇的
鼓励下，他拿着媳妇打工辛苦积攒下的2万元
工资，决定再一次创业。根据自己的经历，
夫妻二人背水一战，付出常人难以承受的压
力，面临市场客户强大竞争，夫妻俩用2万元
本钱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做出销售额500多万
元的奇迹。经过四年多的仓储式物流配送，
谢永进的销售额达到 1000万元。为了把生意
做大做强，2011年，他投资600万元开办一家
实体店。2012年进行网上销售。2014年，他
的公司直接与上海建工集团、青海矿产基础
集团进行战略合作。至今，他公司物流配送
销售额达 1000万元，实体店加网上销售额超
1000万元，工程配套销售额近 1000万元。他
的公司成为一家实力型公司，他自己也从农
民嬗变为成功商人。

自己做好了，就想帮助别人。谢永进就
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近年来，他在
做好自身工作的同时，积极配合家乡政府招
商引资，来回报家乡父老。对于公司以后的
发展，谢永进说，现在正与香港一家大型上
市公司合作，准备在上海投入巨资打造一个
高端互联网——国际物流商贸城。

谢永进：从农民到成功商人的华丽嬗变
本报记者 刘彦华 杨 松

本报讯（记者 高会鹏）近段时间以来，虞城县木兰镇把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镇人大主席团号召全体人大代表
积极投身到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去，并与各相关部门形成有效联防联
控工作机制，分清各自职责，深入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木兰镇人大代表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成效写入整改治理意见调研
报告。人大代表加强对大气污染防治法律法规的宣传，提高全镇人民
环境保护法律意识，推动全社会自觉依法保护环境。通过一系列综合
措施，木兰镇的大气环境质量得到了显著改善。

木兰镇

人大代表参与大气污染防治

近日，商丘兴华学校负责人向张阁镇中心校捐赠桌凳。商丘
兴华学校负责人将400套课桌、50套餐桌赠予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张阁镇中心校，捐赠的课桌、餐桌将分配给张阁镇的部分学
校，缓解了偏远学校设施缺少的困难。 本报记者 马晓伟 摄

SHANGQIU DAILY坚决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全力改善我市环境空气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