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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十九大 出彩看商丘

商丘，一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
巍巍耸立的阏伯台留下不朽的传奇，
澄碧万顷的日月湖见证她腾飞的足
迹。古老与青春，在古城斑驳淡青的
石板上，在每天喷薄的朝阳中，相得
益彰。

越过唐风宋韵，走进今天的商
丘，仿佛在画廊中蜿蜒穿行。风景四
时不同，处处可见绿意，天蓝水净，
空气清新，优美的环境不断提升着生
活在这里的人们的幸福感。道路四通
八达，断头路被一个个打通，新修建
的道路不断延伸着城市发展的轨迹。
集中供暖、供水、供气不断普及，绿
地、公园、菜市场处处开花，各类基
础公共服务设施的不断完善，让人们
的生活更加便捷和舒畅。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市城市建设
迈入新的跨越发展时期，各项成就在
不断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和综合承载
力的同时，更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深
深感受到了城市发展带来的红利。

把商丘建设成为“生态优美、宜
业宜居、人文智慧的综合交通枢纽中
心城市”——这是市委、市政府对于
商丘发展前景的定位。如今，全市上
下正秉持党的十八大之劲势，为喜迎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为商丘的美好
未来砥砺奋进。

科学规划 彰显城市品质

“这几年商丘城市的发展带给我
的感受就是，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舒
适、越来越方便了。城市在快速发展
的过程中，更加注重细节设计，更加
注重空间规划。就说现在各十字路口
的渠化设计、沿街楼面的色彩，还有
日月湖周围的规划、各个园林绿地的
空间布局，处处体现着以人为本的规
划设计理念。”市民张志国说，自党
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近两年来，商
丘的城市建设使他越来越因生活在这
片古老而现代化的城市而自豪。

科学规划是城市健康发展的必由
路径，没有科学的规划，城市在发展
的过程中就会走弯路、就会瞎折腾。
只有通过规划、为城市的建设画出

“底线”和“上线”，城市才能真正做
到发展以人为本、建设彰显品质。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适应新常
态、抢抓新机遇，更加有效地指导商
丘城乡发展建设，我市强化顶层设
计，高水平编制了《商丘市城市总体
规划 （2015—2030 年）》，并陆续编
制了《商丘市商务中心区核心区城市
设计》《商丘火车站高铁核心区城市
设计》《商丘古城东片区城市设计》
和 《商丘市梁园区老城区城市设
计》，城市设计成果有效指导片区城
市建设。

在中心城区总体规划编制中，我
市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国综合交
通枢纽、四省接合部独特的区位来确

定城市的功能定位：
——以全国唯一城墙、城湖、城郭

“三位一体”的古城修复与展示规划彰
显城市独特魅力、延续城市文脉；

——以黄河故道和穿城而过的九
条水系为主脉，以“九河三湖十二个
大型生态公园”为主干的生态体系规
划，让城市显山露水、通风透气，愉
悦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以“六线”控规和城市设计
为主，解决片区控规与项目实施的矛
盾，通过高水平的城市设计，塑造城
市建设新亮点。

目前，日月湖现代服务业集聚
区、高铁商务区、古城特色风貌区城
市设计已经完成。一个符合发展规
律、引领城市建设、彰显城市特色、
尊重自然生态的规划体系正在形成，
规划的引领作用得到不断强化。

（下转2版）

党的十八大以来，商丘城建工作跨越发展，城市面貌日新月
异。家乡的变化让市民们欢欣鼓舞——

谁不说咱家乡好
本报记者 祁 博

记者：请您谈谈对坚持标本兼治
推进以案促改工作的认识。

张树仁：身边有案，关键在改。
坚持标本兼治推进以案促改，是推动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需要，是
防控风险于未然的需要，是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的需要。开展以案促改工作
的重心是结合典型案例反映的深层次
问题，找出症结，通过加强思想教
育、深化作风建设、健全完善制度，
建立长效机制，全面促进党风廉政建
设，使党员干部从思想和行动上真正
做到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

记者：请您谈谈市卫计委在坚持

标本兼治推进以案促改工作中采取了
哪些措施。

张树仁：市卫计委党组高度重视
以案促改工作，一是身边案例现身说
法。对全市卫生计生系统影响较大的
典型骨科案例在系统内进行了再通
报、再教育、再警示。二是制定防控
措施。多次召开党组会对以案促改工
作进行专题研究安排部署，在严格按
照“十个一”完成规定工作任务的基
础上，不断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开展
岗位风险点排查活动，深入查找系统
规章制度漏洞，并针对每个风险点制
定了防控措施。三是与“三项活动”

相结合。2017年相继开展了“医疗服
务能力建设”“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建
设”“党风政风行风建设”三项活动，
连续三年在系统内部开展了对不正之
风的治理。下一步我们将不断完善两
者之间的结合关系，以“三项活动”
为载体把以案促改工作持续深入开展
下去，建立完善长效机制。（下转2版）

以“三项活动”为载体 以案促改以案促进
——访市卫计委党组书记、主任张树仁

本报记者 王正阳

坚持标本兼治
推进以案促改

书 记 访 谈

2017年9月3日。厦门。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金砖国家工

商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
“金砖合作机制不断走深走实的 10
年，也是中国全面推进改革开放、
经济社会实现快速发展的10年。”

“随着中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
深水区，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
凸显出来，需要下大决心、花大气
力加以破解。中国有句话叫良药苦
口。我们采用的是全面深化改革这
剂良方。”

面对全世界关注的目光，习近
平语调平稳而坚定：“事实证明，
全面深化改革的路走对了，还要大
步走下去。”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
运的关键一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人民
凭着一股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闯
劲，凭着一股滴水穿石的韧劲，成
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

改革开放，也是决定河南前途
命运的关键一招。在滚滚的时代洪
流中，河南从奋进到崛起，由振兴
到出彩，始终把改革作为推动发展
的核心动力。中原大地改革号角声
声，发展步履铿锵。

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的全
面深化改革，正深刻地改变着中国
的现在，也塑造着河南的未来。

改革，不主动就被动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

改革创新者胜。

——习近平
2012年 12月 8日，就任中共中

央总书记20多天的习近平，履新后
首次国内调研就来到了改革开放的
前沿——深圳。

在莲花山公园邓小平铜像前，
习近平总书记意味深长地说，我
们来瞻仰邓小平铜像，就是要表
明我们将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
放，奋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
建设取得新进展、实现新突破、
迈上新台阶。

循着当年小平同志南方视察的
足迹，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调研中
反复强调改革开放的重要性，体现
了大国领袖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历史
清醒和主动担当。 （下转4版）

风卷红旗过大关
河南日报记者 张学文 柯 杨 樊 霞 刘 洋 卢 松

五年砥砺奋进，神州流光溢彩。
五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

领导下，商丘市委、市政府团结带领
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全面贯彻落实党
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
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调研指导
河南工作时打好“四张牌”的要求，

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扩开
放、惠民生、强党建，全市经济建
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
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均取得
可喜成绩。为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

开，在全社会营造喜迎党的十九大的
浓厚舆论氛围，本报自今日起在“砥
砺奋进的五年”栏目中推出“喜迎十
九大 出彩看商丘”系列报道，从城
建、工业、农业等多条战线，全面深
入展示十八大以来全市社会经济发展
成就。

敬请关注。

开栏的话

我市开展百城建设提质工程观摩点评活动

9月11日，市委书记王战营带领市四大班子领导、各县（区）及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开展全市百城建设提质
工程观摩点评活动。 本报记者 傅 青 摄

夜间形象是展现一个城市魅力的特色文化。目前，商丘市的亮化工程已经
初具规模。每当夜幕降临，市区各条街道上的路灯、楼体、桥梁亮化灯逐一亮
起，整个市区流光溢彩，夜色美不胜收。 本报记者 魏文慧 摄

群 策 群 力 创 建 文 明 城 市 同 心 同 德 打 造 美 丽 商 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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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 铨） 9 月 11
日，记者从商丘火车站获悉，截至 9
月 10日郑徐高铁开通一周年，该站
累计发送旅客732万人次。其中，发
送高铁旅客 271 万人次，占比为

37%。
据商丘火车站宣传干事王鹏介

绍，郑徐高铁的开通结束了商丘不通
高铁的历史。一年来，商丘站陆续开
行至北京、沈阳、烟台、青岛、上

海、杭州、宁波、福州、深圳、广
州、贵阳、昆明、重庆、太原、西安
等城市的高铁列车100余趟，商丘火
车站的枢纽区位优势愈加凸显。

郑徐高铁开通前，该站日均发送
旅客 1.4万人次，目前日均发送旅客
2.9万人次。数据显示，我市群众选
择乘坐高铁出行的越来越多。其快捷
方便的特性，节约了旅客在途时间。
群众的出行方式也在悄然改变，正是
得益于郑徐高铁的开通为其出行提供
了新选项。

郑徐高铁开通一周年

商丘站累计发送旅客732万人次

◀9月11日，多台挖掘机在商丘古城城湖东
南畔进行清淤扩容作业。目前，城湖清淤扩容工
程正在全力加快施工进度，确保 2018 年全面完
工。城湖在清淤扩容的同时，将加大河湖疏浚、
生态治理和环境综合整治。恢复后的 8000 亩城
湖，将成为修身养性的休闲湖、世人向往的观光
湖、精彩纷呈的娱乐湖、拉动消费的经济湖、净
化环境的生态湖，为商丘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
区增光添彩。 本报记者 邵群峰 摄

◀9月11日，位于睢阳区紫荆路与
东关大街交叉口南侧的忠民河银杏广场
正在进行透水地面施工。该广场建成
后，将成为忠民河滨河景观的重要组成
部分。忠民河综合治理项目设计以商丘
古城文化为背景依托，以水文化、乡土
文化、湿地景观、城市生态文明为特
征，打造集城市绿地、滨水游览、运动
体验、文化展示等功能为一体的复合
型、可持续的新型城市生态游憩系
统。 本报记者 邵群峰 摄

古城升级

撸起袖子加油干
城市建设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