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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马晓伟 通讯员 陈云乐）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贾寨镇不断创新思维，主动作为，把精准扶贫工作抓实抓
出成效，以“三增”有效推动精准扶贫工作顺利开展。

增强学习，增加干部责任意识。镇党委、镇政府采取集中
培训、小组培训、会议代训等方式，重点把养殖、种植等列入
学习内容，切实提高干部整体素质；增加定期视察，增强干部
履职能力。定期开展代表视察活动，把此作为增加干部履职能
力的有力抓手。先后组织县、乡人大代表开展视察活动 4次，
在党员干部中广泛开展贴心为民、福泽百姓活动，激发了党员
干部竭力为贫困户办实事办好事的热情；增强帮扶成效。把解
决好贫困户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帮扶的目标。

贾寨镇

“三增”助推扶贫工作

本报讯（记者 马晓伟 通讯员 孙艳超）近期，市城乡一
体化示范区张阁镇认真组织打捞清理河道漂浮垃圾,针对河道漂
浮物、垃圾、水草等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清理打捞方式。

该镇成立了张阁镇河道垃圾清理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了河
道集中整治工作部署会和多次加压促进会。按照“属地管理,流
域治理”的要求，明确了张阁镇河道垃圾清理工作责任分工。
根据河道清理方案的标准和要求，采取了统一组织和分散打捞
相结合措施。组织打捞队伍，购置打捞船只，对工作量大的运
河进行统一集中治理，对小沟渠按属地管理进行划段清理。在
河道清理工作中累计投入资金10万余元，出动400余人次，组
织三轮车、挖掘机等车辆机械40余辆次，共打捞清运各种垃圾
70余吨，全面清理了 2条河道、2条沟渠计 530000平方米的水
域。

张阁镇

全面清理河道垃圾

从8月29日开始，商丘学院在火车站、火车南站、汽车站
等地方设立接待处，三天时间里，学校志愿者二十四小时在各
接待处等待新生的到来。新同学一走出车站，志愿者们就会热
情帮忙拿行李，有序地送到学校接新生专车，并帮他们放好行
李物品。如此贴心的迎新活动为新生开启美好的大学生活打下
了良好的基础。 朱 霄 摄

本报讯（记者 邵群峰） 8月30日，睢阳区举行2016年“金
秋助学”活动资金发放仪式，12名金榜题名的困难职工及困难
农民工子女，每人收到了3000元的助学金。截至目前，睢阳区
已筹集到位资金40多万元，将对100多名困难大学生实施资助。

受助学生代表崔旖阡在发言时说，“金秋助学”活动解决了
我们的燃眉之急，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了来自党和政府、工会组
织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温暖，让我们懂得了感恩。我们一定
努力学习，争取以优异的成绩回报家乡和社会，并把这份爱心
传递下去。

“大学生是社会人才储备的关键所在，是国家建设的后备力
量和生力军。”睢阳区委副书记史新艳告诉记者，“金秋助学”
活动是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的具体实践，是
体现爱心、温暖人心、凝聚民心的善举。

睢阳区

40万元资助100名贫困学子

8 月 31 日 ， 商
丘民生热电厂工地，
机械正在施工。该项
目建成后，将形成约
1300×104 平方米供
暖能力和每小时 110
吨的供气能力。初步
满足商丘市供热区域
内的采暖和工业热负
荷需求，实现商丘市
的集中供热。该项目
符合国家热电联产、
节能减排政策，有利
于改善地区生态环境
和提升城市居民的生
活质量。
本报记者 马晓伟 摄

8 月 31 日，在商都
广场内一名环卫工人在
清扫狗粪便。据了解，
环卫工人每天早上 5 点
到8点，下午5点到8点
不间断地进行清扫。随
着 城 市 绿 化 面 积 的 扩
大，不少遛狗市民常常
不系狗链任由狗在绿地
玩耍，导致狗粪便随处
都是。不仅影响城市环
境，也影响城市形象。
在此记者希望市民遛狗
时，给狗套上绳索再出
门，随身携带工具，及
时清理狗粪，保护环境
卫生。

本报记者 邢 栋 摄

我们组的工作特点就是要认真，要坚持原则，不能讲人情，不
然的话，政府受损失不说，群众还有意见。

区高铁指挥部资金管理组的主要职能是征收协议的最终审核、
保障高铁项目资金的拨付、各乡镇（街道办事处）被征收户的周转
资金的发放、高铁项目需要资金的预测及资金筹集等等。

跟钱打交道不认真不行，不坚持原则不行。如果糊弄着过，直
接导致财政资金的流失，这是对政府和群众的不负责。

从整体工作上讲，资金的管理、拨付和发放相对来说没那么繁
琐，只要认真核对不出差错就万事大吉。最难最累的就是对征收协
议的审核，我们的审核是最后一关。各乡镇（街道办事处）把与被
征收户签订的协议交到我们这个组，如果审核通过，财政局就可以
发放补偿款，否则发回重新完善材料。

工作前期的审核通过率极低，也就是20%左右。手续不全、证
据不足占主要部分，还有一部分是数据计算错误、前后不对应等
等，每错一处我们都注明，然后发回。

没有审核通过的征收户，有的理解，有的不理解。能理解的被
征收户还好，按要求继续完善材料；不理解的，还以为我们故意刁
难，很不配合。为了提高通过率，我们不得不深入到被征收户家
中，指导他们一步一步地做。

但是，还有个别没有通过审核的被征收户不是积极地去完善资
料，而是想些歪门邪道企图过关，通过找亲戚朋友，或者是托领导
等等，找我说情、打招呼，但是都被我一一拒绝了。不是说我们无
情，这是原则问题，决不能改变。

梁园辖区涉及被征收户的协议共 1.3万份，截至目前，协议审
核通过率也就是百分之五十左右。下一步的工作仍然很繁重。但
是，无论需多长的时间，我们仍然会一丝不苟，坚守我们的原则，
不合格的协议决不让通过审核。

三年来，我对自己工作的要求是：群众满意，领导满意，然后
经得起检验、核查。我认为这三条我都做到了，每一件事都做到了
无愧于自己的内心，无愧于单位对我的信任。

坚持原则 无愧于心
讲述人 郭灿印 本报记者 刘向宇整理

主办：商丘市委统战部 商丘市工商联
商丘日报报业集团

从商周高速商丘西站下路口，到商丘
农副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大转盘，长达 8公
里的 310国道横穿梁园，从西向东途径王
楼、平原、李庄、建设、解放 5 个乡镇
（街道办事处）。这条路，连接东部山东、
江苏、安徽周边省市，是我省实施“东张
西望”战略目标的“大动脉”之一。来自
环保部门的数字显示，这条路每分钟车流
量达 300多辆，快速疾驰的车辆荡起尘土
飞扬，给沿路区域造成严重大气污染。

今年夏天，全市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役打响后，梁园区再次吹响冲锋的号角，
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啃下这块“硬骨头”！

于是，一场决战“大国道”、啃掉
“硬骨头”的战役，在 8公里长的战线上
拉开了战幕，5个乡镇（办事处）聚集三
百名精兵强将，组成一队“国道锁尘”铁
三军，对飞沙扬尘展开“围剿”。

“铁三军”就得打硬仗

据调查，310国道扬尘污染主要来自
这几个方面，一是过往大货车多，速度
快，带起尘土飞扬；二是国道两侧黄土裸

露没覆盖，遇风起尘；三是两侧经商户和
居民没有严格落实“门前六包”，垃圾无
序存放。

把脉问诊，对症下药。针对上述三类
污染源，梁园区多次召开有城管局、环保
局、公用事业局等相关职能部门和 5个乡
镇（办事处）参加的碰头会、调度会、推
进会等，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不仅多次
现场办公，还日夜坚守亲自指挥，并且明
确一名副区长具体负责落实。

7 月初，时而热浪滚，时而风雨骤，
可谓是冰火两重天。解放办事处和建设办
事处同时启动硬化工程。一时间，从 310
转盘往西 5公里的路面两侧，人工配合机
械，把一车一车的垃圾清走，把一车一车
的砂浆压实在裸露的黄土上，工作人员白
天头顶烈日，晚上挑灯夜战，不少干部因
劳累过度或忙中受伤倒在施工现场。解放
办事处主任李明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深有
感触地说：“那几天几夜，真正体现了我
们干部作风之硬，战斗力之强，我们可谓
是用汗水和泥、用心血染路！”

平原办事处季庄村是去往徐州方向和
进出市区的分叉口，车流量更大，也是大
气污染的重点区域。办事处经过认真研
究，出招更狠，干脆上柏油沥青，用压路
机把裸露黄土压得严严实实，又在整治好
的路面上整齐摆放了鲜花鲜草，把进出市

区的“西大门”装扮成一道亮丽的风景。
王楼乡不甘示弱，地面硬化高质量，

绿草坪围上小栅栏，干净卫生，美观大
方，给驶下高速路的司机朋友迎面送来焕
然一新的感觉。

“铁三军”务必打胜仗

这是一场水与火的交锋，这是一场波
连波的冲击，要打胜仗，必须知此知彼认
真对待。

市里把这次大气污染整治比作是一场
硬仗，梁园区把整治 310国道提升至硬仗
中之硬仗的战略高度，目标是打赢打胜。

其间，省市督察组、暗访组和各路新
闻记者不止一次突查 310国道，尽管在付
出努力和艰辛之后得到了很大提升，但依
然存在不彻底和新出现问题，如高压洒水
车在冲路的同时，把泥水推向两侧的硬化
面，造成新的垃圾浮尘，风吹尘起，前功
尽弃。深入排查，继续完善，把污染指标
降下来，市里再次下达一道紧急战令。

8月30日晚11时，副区长韩守业再次
召集城管局和沿线办事处责任人现场办
公，就现存的个别问题部署整改，一个新
的执行方案在31日凌晨敲定：每200米路
段上安排两名环卫工人，各把一侧严防死
守清扫保洁，同时增加洒水车和喷雾车，
队伍加强，频率增大，标准提升。

来自山东单县的大货车司机刘新庆对
记者说：“以前走这条路，不下雨也得打
开雨刷器，尘土多，玻璃需要不断喷水清
洗，现在没有了，你们商丘治理扬尘真是
下大劲了！”

“铁三军”善打持久战

在梁园区党员干部面前，大气污染就
是敌人，就是对手，不但全力征服，而且
保持高压态势，让它永无反弹之机。

早在大气污染防治开战之前，梁园区
已经启动了 310国道“十里长街”升级拓宽
改造工程，计划投资 20多亿元把横跨辖区
的 310国道打造成横穿高铁商务区的景观
大道。沿街有中州世贸大厦、有高档宾馆
酒店、有容纳十万多居民的高铁新城，绿地
公园点缀其间，沿包河两岸建造园林景观，
等大气污染防治尘埃落定，拓宽改造项目
随即启动，改造后的 310国道呈现给市民
的将是一个宽广平坦、设施齐全，彩灯闪
烁，绿树红花、美丽壮观的景观大道。

治理 310国道，梁园区在打好“突击
战”的同时，也锻造了一支能征善战的

“铁军”队伍，培养了这支队伍“来之能
战，战之能胜”的“铁军”精神。

正如梁园区区长薛凤林所说，拿出这
种精神去干事，就没有干不成的事，有了
这种精神，任何“硬骨头”都能啃得下。

“铁三军”啃下“硬骨头”
——梁园区综合治理310国道大气污染纪实

本报记者 单保良

大气污染防治在行动

孙兴杰：永城市高庄镇人，自幼酷爱武术，为人仗义
疏财，热心公益，发达后不忘回报乡亲父老，多年来累计
捐款100多万元。现任民革中央石景山区副主委，商丘北京
商会常务副会长，北京安新锅炉压力容器管道设备公司总
经理。

创业感悟：言必信，行必果，有付出，就有回报。

打工岁月

1989年之前，自幼体弱多病的孙兴杰一直“窝”在老
家。为强身健体，20岁的小伙子迷上了武术，整天练武打
发时间。直到他发觉村里的伙伴越来越少，他才明白，自
己也该出去闯闯了。

1989年年初，孙兴杰第一次外出打工，走得挺远，去
了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人生第一次体验到一个农村孩
子出门在外的不易。打工的生活很苦，吃不好挣钱还不
多。经过两年的辛苦打拼，最终无功而返，又回到了家。

失败的打工经历，让孙兴杰在农忙之余，又多了一项
重要的事情——读书。那段时间他简直是如饥似渴，不断
汲取知识的养分。

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一次，同乡好友回村，闲
聊时，鼓励他到北京发展，说北京市场大，机会多。孙兴
杰在骑着自行车往返几趟县城，蹲在报亭“看完几天报
纸”后，决定到北京闯闯。

1992年正月初六，孙兴杰到达北京。他在北京的第一
份工作，就职于齐齐哈尔锅炉厂驻北京办事处，主要从事
锅炉销售、维修维护保养等工作。

孙兴杰没有技术，只能跟着安装队，从脏活累活做
起，这一干就是三年。1995年 5月，孙兴杰供职于北京安
新锅炉经营有限公司，他的工作地址搬迁了到海淀区万泉
庄院内。他的工作环境及待遇有了改变，一边干公司的炊
事员，一边从事锅炉安装工作。由于他实干好学，又肯钻
研，很快成为公司的技术骨干。随后，他的“仕途”变得
越来越顺，一路升迁。1996年，他任职北京射击场射击射
箭运动管理中心锅炉班班长。1997年升任公司办公室副主
任，主管三个单位的供暖工作。1998 年，升任办公室主
任。1999年任职公司副总经理，负责后勤管理。

圆梦京华

2001年 6月，他凭着过人的胆识，辞职单干。由于原
单位一年多没有发放工资，孙兴杰凑了 2000元，带领 3名
员工，承包了一个正在运营的锅炉房，开始了第一次创

业。万事开头难，企业刚创办时，孙兴杰既是采购员、推
销员，又是生产工人和货物搬运工。常常为了接一个单
子，四处奔波，好不容易有了业务，又要自己组织施工，
没有人手，他就自己干。为了添置设备筹资金，曾经跑遍
了银行找寻贷款却因为外地人的身份吃了闭门羹。靠着脚
踏实地，业务慢慢多了起来，工人也逐步稳定了下来。
2002年，孙兴杰带着13名员工，来到大兴区青云镇，准备
洽谈一个政府的锅炉房改造工程。孙兴杰去了 100多次，
历时7个月，仅高速公路费就花了1万多元。精诚所至，金
石为开。最终，孙兴杰的执着，赢得了对方的信任。至
今，该单位锅炉方面的工作一直由孙兴杰的公司负责。

2003年，孙兴杰收购了原来供职的北京安新锅炉经营
有限公司，把它更名为北京安新锅炉压力容器管道设备公
司。接收后，该公司逐渐发展壮大，资质由原来的三级升
格为二级。20 多年来，该公司安装大小锅炉及设备上千
台、铺设各类管道数万米，长期合作单位数十家。

很快，孙兴杰的事业进入了快车道。
2002年1月，他成立了北京东冠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06年，他成立北京群翰国际广告传媒中心。
2007年，与国家体育总局举摔柔中心合作，举办了中

国式摔跤全国冠军赛，后与国家新媒体产业园合作，主要
推广国家超前科技和文化形象。

2009年，他成立北京大东润钰热力供应有限公司。
2015年，他成立了北京华翔航迅投资有限公司。
在事业有成的同时，孙兴杰不忘学习，1997年至 2000

年就读中国人民大学培黎分校学习；2006年至2008年就读
于清华大学MBA。

根在商丘

2007年，孙兴杰被选为北京石景山区压力容器协会秘
书长，2013年被选为北京市热力协会副理事，2014年，他
加入了民革中央，2015 年被任命民革中央石景山区副主
委，2016年加入北京市工商联。

获得的荣誉越多，孙兴杰内心深处回报社会、回馈家
乡的热情愈加强烈。

十多年来，孙兴杰每年固定向家乡的捐款捐物、修
路、架电，资助贫困学生等一系列慈善活动，至今从未间
断过。2002年，他的事业才刚刚起步，就开始为家乡做贡
献。这年春节，他就捐款 4000多元为本村群众修 2里多矸
石路。后来又为全村群众安装上了路灯。此后，为本村修
路捐款，实施“沼气工程”捐款，村里建文化大院捐款，
还赞助 5个大学生的四年全部费用。2004年至今，他为全
村 70岁以上的老人发放养老金。全村 100多位老人，孙兴
杰每人每年300元。

多年来，孙兴杰累计为家乡捐款达 100多万元。他的
善行善举受到全村人的高度赞扬。有人不理解，问他，你
在外挣钱也不容易，一次次为大伙的公益事业捐这么多
款，图个啥？孙兴杰说，做人要富而思源，家乡的事儿就
是我的事，我外出挣钱就是为了让家乡更美，捐款是再正
常不过的事情了。

孙兴杰：圆梦京华 根在商丘
本报记者 刘彦华 杨 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