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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促进商丘跨越发展 共享幸福美好生活

▲ ▲

3版 镜像商丘

本报讯（记者 李道军）在全国第 33个教师节
即将来临之际，9月 8日，市委书记王战营来到柘
城县第二高级中学，调研教育工作，慰问教师代
表，并通过他们向全市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
日的问候和敬意。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吴祖明
陪同。

王战营首先来到柘城县二高家属院，慰问了退
休教师王从旗，详细询问他退休待遇情况及对教育
工作的意见建议。得知王从旗退休后亲自动手撰写
教学心得，王战营连声称赞，鼓励他发挥余热，为
年轻老师成长、为教育事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随后，王战营来到二高，一边听取情况汇报，一
边参观了德育工作室、党建工作室，对二高和柘
城县教育事业的发展给予肯定。其间，王战营看
望慰问了部分教师代表，与大家一一握手，代表
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向在教育战线
上辛勤工作特别是在基层一线默默耕耘、无私奉
献的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
和敬意，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商丘教育事业发展的
社会各界人士表示感谢。

王战营指出，近年来，我们坚持以努力办好人

民满意的教育为目标，着力提升教育体育发展水
平，全市教育工作得到了长足发展。全市广大教师
和教育工作者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呕心沥血，
默默奉献，用爱心、知识、智慧点亮学生心灵，为
党的教育事业和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
献。希望大家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再创佳绩。

王战营强调，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教
育事业发展。省委也非常重视教育工作，省委书记
谢伏瞻多次深入调研教育改革与发展工作。中央和
省委对教育高度重视，凸显出教育的基础性、先导
性、全局性作用，为我市教育改革与发展带来了新
的机遇。我们要牢固树立抓教育就是抓发展、抓未
来、抓后劲的理念，坚定不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
的战略地位，继续大力推动教育改革发展，使我们
的教育越办越好、越办越强。要围绕普及抓学前教
育、围绕巩固抓基础教育、围绕需求抓职业教育，
做精做强一批优秀学校和教育品牌，促进各类教育
均衡发展。要以改善农村教育为重点，完善农村中
小学布局，教育资源向农村倾斜、向薄弱学校倾
斜，努力让每个孩子接受教育的机会公平。要把加

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事业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工
作来抓，提升教师素质，改善教师待遇，关心教师
健康，维护教师权益，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尊师重教
的优良传统，积极营造有利于教师队伍发展的社会
环境。要树立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的理念，加强学
校基层党组织建设，以党建促教学，引领教师队伍
建设和学生思想教育。要创新方式方法，将“三会
一课”与各种教学活动结合起来，探索科学管用的
办法，扎实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

王战营指出，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希望全
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切实担负起历史重任，
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要有理想信念、要有道
德情操、要有扎实学识、要有仁爱之心”的“四
有”要求，继续发扬默默无闻、任劳任怨、无私
奉献的红烛品质，始终牢记使命、爱岗敬业、潜
心教书、精心育人，将实现个人理想与推动教育
事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在教书育人的工作中不断
创造新业绩，为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跨越发展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以更加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九
大胜利召开。

王战营到柘城县

调研教育工作 慰问教师代表

9 月 8 日 ，
睢县优秀教师代
表在宣誓。在中
国第 33 个教师
节到来之际，该
县举行了庆祝第
33 个 教 师 节 暨
表彰大会，来自
全县的 300 余名
优秀教师受到了
表彰。
徐泽源 张振摄

据新华社天津9月8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
动会8日晚在天津市闭幕。

晚上 8时，第十三届全运会闭幕式在天津体育馆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宣布，中华人民共
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闭幕。伴随着第十三届全运会会歌的旋
律，第十三届全运会会旗缓缓落下，燃烧了 13天的主火炬
渐渐熄灭。

第十三届全运会是党的十九大前举办的国内水平最高、
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也是北京申冬奥成功和全民健
身成为国家战略后举办的一次重要综合性运动会。本届全运
会推出多项创新举措——设立群众比赛项目；邀请高水平华
人华侨运动员参赛；不设金牌榜、奖牌榜；邀请教练员与获
奖选手一起登台领奖等，生动诠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办

赛理念，翻开了“全民全运”的新篇章。东道主天津市和有
关部门本着“创新、安全、节俭、绿色、精彩”的理念，为
体育健儿搭建起奋力拼搏的广阔舞台，为全国人民奉献了一
场精彩的体育盛会。

闭幕式上，天津市市长王东峰将全运会会旗交给国家体
育总局局长苟仲文，苟仲文又将会旗移交给第十四届全国运
动会承办地代表、陕西省省长胡和平。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
将于2021年在陕西省举行。

第十三届全运会于8月27日在天津开幕。在这届全运会
上，超过 2万名运动员角逐 33个竞技体育项目和 19个群众
体育项目的543个奖项。本届全运会上，有3人1队4次超4
项世界纪录，有2人3次超3项亚洲纪录，有9人1队11次创
11项全国纪录。

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在天津闭幕

“大家每天跳跳健身舞，比聚群
打麻将、东家串西家强多了！只要能
坚持几个月，就会感到身体倍儿棒，
吃嘛嘛香，整个人的气质大不一
样！”9月7日，民权县庄子广场健身
队教练王红刚领着大家跳完一曲《最
炫民族风》，聊起现在的文化气儿她
快人快语。

“现在大家生活条件好了，精神
追求也高了，不光是庄子广场，在民
生广场、逍遥苑广场甚至农村的文化
广场，都能看到群众跳健身舞。这样
既丰富了大家业余文化生活，又增进
了邻里间的情感。”前来健身的该县
人民医院职工王爱玲也接上了话茬。

说起现在的文化气儿，跳健身舞
的“老行家”刘玉真也饶有兴趣地
说：“‘文明始于足下，和谐源于有
礼’，前天俺去咱县卫计委办事，看
到走廊里文明标语可多啦！不光这，
公园里、绿化带里、楼顶上，‘爱
国、敬业、诚信、友善 ’，显眼的
很！”

“俺是个老戏迷，是庄周艺术团
的‘铁杆粉丝’，不管他们在哪唱
戏，俺是逢场必到。时间长了，俺也
能哼两句。‘祖国的大建设一日千里/
看不完数不尽胜利消息……’”看到
大家聊得怪热闹，爱好戏曲的市民秦
永平也凑了过来，说到高兴处，自我
陶醉地哼了起来。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民权县投
入5亿多元，建成了庄子、民生、逍
遥苑等文化广场和文化馆、艺术中
心、体育中心、老年活动中心等公共
文化服务设施，形成了一批体现民权
特色和文化底蕴的标志性文化符号。
同时，还投入 1500多万元，建成了
19 个乡 （镇、办事处） 综合文化
站、529个行政村农家书屋，配齐了
音响、投影仪、乒乓球台、图书、音
像制品等设备。所有这些，全部对群
众免费开放，满足大家不断增长的文
化需求。

“北冥有鱼，其名曰鲲。鲲之
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
名为鹏。”谈话间，不远处的石阶
上，一个约莫 10岁的少年将一本庄
子的《逍遥游》摊在腿上，正朗朗地
诵读着。

环顾四周，三五成群的市民，有
打太极拳的，有走模特步的，有抖空
竹的、遛鸟的、写生的、练声的，大
人领着孩子散步的，年轻人推着老人
呼吸新鲜空气的……整个广场既像一
个精神的乐园，又像一座高雅的圣
地，到处都散发着文化的气息。

一缕朝霞，穿过公园榕树翠绿的
霓裳，穿过露珠崭新的清亮，穿过燕
子淡淡的呢喃，穿过晨练者舞步的徜
徉，缓缓地流泻在民权县城文哲大师
庄子的巍峨塑像上。

近年来，民权县投入 5 亿多元建成了一批
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对群众免费开放，满足群
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记者感到，民权城乡
广大群众的生活如今有了很大变化——

精神追求高
文化味儿浓

本报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孙 琰

本报讯（记者 苏东锋 通讯员何文学）近日，
虞城县财政投入担保金1000万元，与中原农险、河
南农信担保公司、金融机构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创
新“四位一体”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扶贫模
式，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脱贫带动企业提供担
保，切实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近年来，虞城县围绕贫困户增收这一核心，
“输血”“造血”并重，创新金融扶贫方式办法，探
索机制体制，由政府牵头，成立专业金融扶贫小
组，寻找作为企业的银行和作为客户的贫困户最佳
契合点，激活上级金融政策，受到了国家巡查组和
省市的高度肯定。

创新“四位一体”，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
融扶贫。特点主要体现在：一是借款主体广。包括
具有带贫效果的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
户、农业企业、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农主体和
建档立卡贫困户。二是借款用途宽。可用于引进新
品种和推广新技术；建设农产品初加工、整理、储
存和保鲜等设施；建设厂房（棚）、仓库、晾晒场

及其辅助设施；建设培训室、检测室、实验室
（场）及购买配套设施设备；购买畜禽、种子、树
苗农业机械等；其他合理的农业生产资金需求。三
是借款额度大。单户借款 500万元以内；农业企业
（含龙头企业）借款 1000万元以内。四是融资成本
低。新农主体的综合融资成本每年不超过9%。

建立贫困户金融信息大数据平台。县级设立金
融扶贫中心，乡镇设立金融扶贫服务站，村建服务
部。在今年 8月份，由县金融扶贫联席办牵头，驻
村干部为主体，乡村干部参与，完成了全县 146个
贫困村所有贫困户的金融基础性信息采集，健全了
金融扶贫服务体系、信用体系和风险防控体系。

建立精准扶贫专业合作社。为了能让上级扶贫
政策落地生根，政府组织，能人带动，贫困户全部
参与，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对接国家金融扶贫
等各项政策，由原来的户贷户还为主，改变为带贫
企业和合作社，企贷企还，贫困户受益，突破金融
扶贫的瓶颈，摆正了政府、银行、企业和贫困户之
间的关系，有效降低银行企业信贷风险，形成多赢

局面。最新推出的“奶牛贷”项目，就是由保险公
司统一融资、统一购买、统一养殖、统一收购，贫
困户承贷但不承担风险，科迪公司担保并还本付
息，公司每年向每个贫困户分红3000元。仅此一项
每年可带动2万户贫困户脱贫。

创新小额信贷，服务贫困户贷款创业。成立了
虞城县扶贫小额贷款风险防控办公室，出台《虞城
县扶贫小额信贷风险补偿基金管理办法》，在金融
机构投入风险补偿金1000万元，撬动1亿元，为贫
困户创业提供担保，创新了“农户一家亲”助农贷

“特惠贷”等金融品种。目前，已为 1000多户贫困
户发放小额贷款9500多万元，有力支持了贫困户发
展产业实现脱贫。

虞城县“输血”“造血”并重

创新金融扶贫方式 提高精准扶贫成效

游客们在宁陵县万亩梨园听导
游讲解百年梨树王的故事。9 月 8
日，2017中国·宁陵第十一届酥梨
采摘节在万顷梨园景区拉开帷幕。

据悉，本届采摘节以“畅游梨
花小镇、乐享醉美宁陵”为主题，
到10月8日结束。其间，将举办以
酥梨采摘节开幕式暨梨园徒步穿越
行启动仪式、宁陵酥梨标准化生产
与品牌建设高层论坛、“唱响中
国”梨园演唱会、“相约醉美梨
乡”省市新媒体采风活动、“爱心
梨”志愿扶贫助学活动、《宁陵村
史》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民俗文
化展演、中国文艺家艺术研究院走
进宁陵采风活动、“张弓酒业杯”
梨王争霸赛、生态梨园自驾游等11
项丰富多彩的文化经贸活动，让游
客在尽情享受梨园醉人风光的同
时，感受采摘的乐趣和宁陵丰厚的
文化底蕴。

本报记者 高会鹏
通讯员 赵 航 摄影报道

宁陵第十一届酥梨采摘节拉开帷幕

建设文明幸福家园

广场舞大赛给小城增添了浓浓的文化气息。
本报记者 闫鹏亮 摄

脱贫攻坚进行时

交通枢纽 通达商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