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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
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
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
的总抓手。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
民富不富，决定着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今年以来，市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党工委、管委会高度重视

“三农”工作，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全面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决策部
署，马上办抓落实，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以新时代“党建+”引领乡村振兴。

““党建党建++基层党组织建设基层党组织建设””
筑牢乡村振兴战斗堡垒筑牢乡村振兴战斗堡垒

加强基层党组织思想建设。扎实抓
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
制度化，认真开展“三·五”基层工作
日等活动，引导基层党员干部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
脑，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
大精神上来。

建强基层带头人队伍。以村级“两
委”换届为契机，把符合“三有三带”标

准的人选上来，结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把
有黑恶势力背景的“两委”班子成员清出
去，着力选优配强“领头雁”。

提升基层党支部“组织力”。严格督
促落实“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民主
评议党员等制度，深入开展“逐村观摩、
整乡推进”活动，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
党组织，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地
位和作用，全面提升村级党组织的整体战
斗力。

““党建党建++健全完善体制机制健全完善体制机制””
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建立健全领导责任制。成立了示范区
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统筹组织领导示
范区乡村振兴工作；明确党工委委员负
责具体指导各自联系的每一个乡（镇、街
道）的乡村振兴工作；各乡（镇、街道）

党（工）委书记、各村的支部书记既是本
乡（镇、街道）、本村的具体领导者、实
施者，也是第一责任人。

构建“五面红旗”评选机制。每半年
从基层党建、脱贫攻坚、美丽乡村、产业
发展、乡村文明等五个方面进行评选，每
评上一面“红旗”，所在村支部书记工作
报酬标准每人每月上调 200元，其他村干
部上调 100元。通过五面“红旗村”的评
选，激活了农村基层党组织比学赶超的竞
争意识。

创新人才培育使用机制。加强村“两
委”班子成员的培育，加强农民专业合作
社领办人的培育，提升其素质、增长其才
干，成为农村居民增收致富的带头人、乡
村振兴的领路人。加强“三农”工作干部
队伍的培养、配备、管理、使用。把到农
村一线工作锻炼作为培养干部的重要途
径，注重提拔使用实绩优秀的干部，形成

人才向农村基层一线流动的用人导向。

““党建党建++干部群众干事创业干部群众干事创业””
凝聚乡村振兴强大合力凝聚乡村振兴强大合力

发挥政府部门主导作用。结合示范区
实际，以脱贫攻坚为总揽，以“五面红
旗”评选为统领，以产业发展为支撑，以
厕所革命为抓手，以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为
重点，通过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
导、坚持规划先行、加大资金投入、严格
奖惩制度等积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引导党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引导全区党员干部充分发挥先锋模范带
头作用，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舍我其
谁的责任感，努力找到乡村振兴、群众
致富的发力点和突破口，奏响乡村振兴

“最强音”。
引导群众发挥主体作用。把维护农民

群众根本利益、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作为出
发点和落脚点，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促进
农民持续增收，创新乡村治理，推动乡风
文明，不断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增强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
造性，切实发挥农民群众在乡村振兴中的
主体作用。

“党建+”引领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马晓伟 通讯员 宋亚彬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在商丘，乃至整个苏鲁豫

皖地区，贾寨豆腐干在食品
界都占有一席之地。贾寨
豆腐干至今已有 200多年
的生产历史，清末曾被
列为贡品。产品以优
质黄豆作主料，辅料有

草果、凉姜、桂皮、丁
香等 10余种。加工时成块

的豆腐挤压出水，放入鸡汤
锅里蒸煮而成。豆腐干为正方

形薄块，色泽黑红，五香味
浓，香而不腻，是佐餐下酒的佳品。

历经三四百年的传统小吃，总爱加些传承故事，神乎其
神地进行传说，而贾寨豆腐干就不是传说了，人家有文物作
证——乾隆皇帝御赐的大印。当年，一济宁人在朝中为官，
知道贾寨豆腐干好吃，就呈献给了乾隆皇帝。乾隆皇帝一
尝，果然名不虚传，五香绵长，咸淡适中，香而不腻，筋而
不硬，润而不干。龙颜大喜，曰：“此豆腐干贡品，以后盖
木印可免验进入御膳房。”让那济宁官员回去转交当时制作
豆腐干的“馨远斋”，凭着盖木印章，贾寨豆腐干可以直接
进入御膳房。可见乾隆皇帝对贾寨豆腐干多么偏爱，自此贾
寨豆腐干成为皇宫佳肴，美名传遍天下。

据说，乾隆皇帝赐印是纯金的，而那官员将金印章私藏
了起来，竟以乌木仿刻了一枚，这乌木印章，在贾寨流传了
200多年。也许，当时皇宫赐印就不是纯金的，颁枚木印就
是对产品质量的认可，“国家免检”直通御膳房。要是那位
官员胆敢藏匿御赐金印，岂不是犯了欺君之罪？不管如何，
这贾寨存有乌木大印却是真的。

贾寨豆腐干的制作较为讲究，先将黄豆去皮，用凉水泡
软，磨成稀浆，用布包过滤去渣，豆浆倒入锅内，用旺火烧
沸，倒入缸内。再将卤冰用热水溶化，加 2/3的热水分 3次
点入热豆浆内，待豆浆成为豆腐脑后，取出清浆。卤冰水要
分次慢慢倒入热豆浆内，边倒入边搅拌，以均匀为宜，豆腐
脑包好，压上与豆腐槽大小的石板，压干水分即成。花椒、
姜片、八角用纱布包好，豆腐切成3厘米见方的小块。锅内
加清水、精盐、调料包，用旺火煮 30分钟，放入豆腐块改
用文火煮 40分钟，捞出晾晒至六七成干时，用细麻绳穿成
串，挂在木杆上晒至八九成干取下。

吃时洗净泡软捞出，视需要切成丝、条、片，调入各种
作料和配料，拌成凉菜，或泡入酱油中或用卤汤卤出均可。

小小豆腐干，是贾寨人民的一大创造，也是贾寨人的骄
傲。贾寨镇原归属于虞城县，2013年年底划转到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

贾寨豆腐干
本报记者 马晓伟

本报讯（通讯员 梁 艳）商丘万达广场进入开业倒计时，为给
万达广场商户们办理营业执照提供“绿色通道”，近日，商丘市工商
局示范区分局民欣工商所采取现场办理营业执照，积极给企业商
户提供良好的服务，帮助企业顺利度过最关键的时期。

民欣工商所本着“服务地区经济发展，为企业商户提供高效、
优质服务”的服务理念，以“绿色通道”为平台，深入万达广场现场
办公，大力向企业商户宣传工商登记准入政策、流程，详细解答咨
询，积极主动协助万达广场商户办理各类营业执照。

截至目前，商丘万达广场内已办理完成3家有限公司及16家
有限公司分支机构，138户个体工商户，共计157户市场主体，其中
餐饮业 32户、批发零售业 109户、其他 16户。该所所长张宏岩表
示，服务经济工作任重道远，工商所将继续加强主动服务意识，不
断完善服务机制，通过设立专人专岗，确保服务无障碍，做好与“服
务商户绿色通道”的无缝对接。

商丘市工商局示范区分局

开通“绿色通道”助力万达广场开业

本报讯（记者 马晓伟）近来，示范区地税局紧密围绕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任务，提升站位，积极作为，始终坚持“三个主动”工作思
路，着重从深化征管改革、落实优惠政策、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绩效
考核等四个方面发力，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积极扶持企业发
展，全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释放改革红利，为地方经济持续、
健康、较快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一是主动服务中心工作。组织党员干部立足日常税收工作，
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开展争先创优活动，努力提升组织收入、
推动改革发展等中心工作的成效。二是主动服务“放管服”。将所
有依申请事项前移办税服务厅，实行窗口统一受理；创新信息管税
新模式，强化与组织人事、财政、国土、工商等职能部门的信息交换
与征管协作；持续深化“便民办税春风行动”，积极推行财税库银联
网缴税、多元化申报缴税，降低办税成本和提高服务效率。三是主
动服务减税惠企。落实“一篮子”减税政策，深度释放税制改革红
利；开展“滴灌式”政策辅导，为纳税人提供“接地气”的服务，精准
帮扶企业。

示范区地税局

突出“三个主动”服务发展

本报讯（赵青松）“真没有想到，采
用建设银行的‘小微快贷’这项贷款方
式，最快仅用三分钟，就能实现 200万元
的贷款，了解此项贷款政策之后，企业的
融资又多了一条出路啊！”听了银行工作
人员讲解之后，许多企业家不禁感慨！企
业发展所需，政府竭力所助。5月 18日，
示范区经济发展局、金融办组织48家企业
与商丘市 5家金融机构召开对接会，用实
际行动架起企业和金融机构之间的桥梁，
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题。对接会上，市工
信委的专家就相关政策给予详细解读，受
到企业一致好评。

受企业自身经营风险高、信用水平
低，金融市场不成熟、服务体系不健全，
法律制度不完善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当前
企业普遍存在自有资金不足，融资贷款难
的情况，部分企业已陷于资金困境，经营
举步维艰。“难、真难，怎一个难字了
得！”河南立德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
相关负责人这样形容当前企业发展状况。

企业的发展需求就是政府努力服务的
目标。示范区党工委、管委会一直把脉于
各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为切实解决其实
际困难，在前两次银企对接政策解读会的
基础上，示范区又组织第三次银企对接

会，召集建设银行、中原银行、浦发银
行、邮政储蓄银行以及中原证券的相关负
责人，讲解金融知识，解读最新政策，引
导企业合理利用自身优势和国家金融政
策，规避化解自身发展风险，解决资金使
用难题。

对接会现场，从建设银行推出的“小
微快贷”、“云税贷”，到浦发银行根据企
业发展状况推出的量身套餐“e企付”，从
中原银行推出的“中原 E融”，再到中原
证券的上市辅导及政策解读，通过通俗化
的语言，生动形象的描述，让融资贷款的
思路瞬时清晰明了，走出困境的招数一一

呈现，许多企业家明显感觉参加此次对接
会受益匪浅。会后，各企业纷纷与各银行
方面负责人交流探讨，共同商议发展良
策，促进企业、银行双方的良性互动，带
来双方更深层级的交流与合作。

政府搭建舞台，好戏精彩连连。有
了示范区的牵头组织，使得企业和银行
的交流日益频繁，一些企业融资难的现
状也明显好转。组织银企对接的示范区
经济发展局、金融办的相关负责同志会
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银企对接只是
服务企业的一个缩影，今后将投入更多精
力致力于示范区的企业发展，为经济发展
提供精益求精的服务。得益于银企对接的
企业对示范区管委会的周到服务有着发自
肺腑的感激，企业家们会后纷纷表示，今
后将立足实际，积极作为，创新企业发
展模式，加快实施智能化改造，全面提
升经济质量，为示范区经济社会发展贡
献积极力量。

示范区银企对接架起资金畅通桥梁

本报讯（记者 马晓伟） 5月 14日，寻找“最美中原名片”
河南广播电视台、郑州电视台等 10余家媒体到示范区开展集中
采访活动。记者先后到中州街道办事处解放村、农产品批发市
场、贾寨镇孟庄村进行了采访。

在乡村振兴方面的思路是什么？未来要打造的愿景是什么？
示范区党工委书记何振岭接受了寻找“最美中原名片”记者集中
采访。何振岭在接受媒体团采访时说，2018年中央明确提出了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对于广大的基层干部，很受鼓舞。我们示
范区是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城市和乡村要统筹发展，加大对农村
农业的投资力度，让广大农村农民，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首
先，我们高起点规划把整个示范区的农村打造成绿色、环保、可
持续发展的新农村。我们打算把示范区管理的3万户农民，还有
城乡接合部，以及公共服务单位，比如学校、医院、敬老院、派
出所全部改造完，这样就完成了一项重大的工程。其次，是农村
环境综合整治。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我们本着整干净、放整齐，然
后加大河道、坑塘、村边和残次林的改造。同时，我们还关注乡
村文明、基层党建，实施“五面红旗”助推乡村振兴。

此次采访活动后，各媒体将集中展示示范区的招商引资、项目
建设、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等一系列的高质量发展工作成效。

寻找“最美中原名片”
媒体到示范区集中采访

本报讯（刘远超）近期，为确保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持续
打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针对事故高发领域，示范区中州街道办
事处“四个强化”狠抓安全生产工作。

一是强化宣传。利用各村（社区）大喇叭、机关电子屏幕、横
幅、流动宣传车等载体，广泛宣传安全生产知识，提高群众安全防
范意识，激发安全生产警觉性、自觉性和警惕性。在建筑工地，悬
挂“隐患险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责任重于泰山”等警示标语，形
成处处讲安全、时时讲安全、人人讲安全的浓厚氛围。

二是强化督查。组织安监办、中州公安分局等部门人员，到加
油站、超市、幼儿园、建筑工地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安全常规督
查，排查安全隐患，梳理监管死角，一针见血地指出存在问题，就近
就地解决事故隐患，决不让问题遗留。通过排查，排查出安全隐患
5起，就地整改5起，指出存在的问题3处，就地解决3处，起到很好
的防范作用。

三是强化指导。规定街道班子成员、包村组长、各站所负责人
每周到自己所分包的企业、工地、生产经营单位开展一次安全生产
问询，督促企业高度重视和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筑牢安全防护网，
绷紧安全生产一根弦，坚决维护安全稳定大局。

四是强化防范。举办高危行业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参
加的安全生产知识培训班，今年以来，已举办 5期，参加人员 206
人。极大地增强了他们的安全生产意识，提高了他们的安全事故
防范能力，提升了他们的安全管理能力。

通过以上“四个强化”，辖区范围内的群众和各企业、施工工地
等负责人安全生产意识大大增强，安全事故防范能力大大提高。
今年以来，办事处辖区范围内没有发生一起安全事故。

中州街道办事处

“四个强化”狠抓安全生产工作

5月19日，工人正在锂电池生产车间作业。示范区顺之航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投资2亿
元，是具有国际领先锂电池生产技术的与国外研发团队共同组建的高新技术企业，年生产能力
3亿瓦时，产值可达6亿元。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5 月 13 日，养护
人员在日月湖景区内
的绿地拔除杂草。为
了给市民和游客提供
良好的游玩环境，日
月湖景区养护人员积
极清除杂草，营造美
丽的公园环境。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