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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的豫东大地，处处洋溢着勃勃生机。3月14
日，在睢阳区宋集镇大赵楼行政村曹瓦房自然村300
亩的葡萄园里，村民们正忙着追肥、除草。20多万
棵葡萄秧盘曲在葡萄架上，村民在葡萄园里穿梭，脸
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咱现在新栽的葡萄秧一年后就能挂果，三年后
每亩效益就能达 1万多块钱。”大赵楼村党支部书记
赵善安手中的铁锹翻飞不停，还不忘给大伙儿鼓劲。

赵善安告诉记者，前几天村“两委”组织党员干

部通过报纸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
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看
到总书记对“三农”工作、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这么
重视，大家都很振奋，一个个劲头十足，纷纷表示要
带领全村父老乡亲早日走上致富路。

脱贫攻坚战打响后，在宋集镇党委政府的引导
下，大赵楼村结合自身优势大力发展葡萄传统种植，
实现了由零散种植到规模种植的转变，近几年村人均
纯收入实现了从2016年9820元到2018年人居纯收入

1.52万元的大幅度跨越。
“习近平总书记指示要推动人才、土地、资本等

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和平等交换，激活乡村振兴内
生活力。你想啊，让农村承包地经营权、宅基地使用
权进入市场，真正让农村和城市土地同权同价，这样
以来，农村承包地流转将更加高效、闲置的宅基地也
可以得到充分利用，换来的钱可以发展产业。真是说
到了俺老百姓的心坎上了。”望着新种下的葡萄苗，
赵善安踌躇满志，“俺村打算在一两年内种植葡萄
3000亩，发展采摘、观光旅游，让葡萄架成为群众
脱贫致富的‘摇钱树’。”

“以前种葡萄还得跑到集市上卖，现在可不同
了。”说起葡萄种植，村民赵善五乐呵呵地说，自从
村里的葡萄种植形成规模后，水果商贩和城里人都跑
到葡萄园购买，而且还能卖上好价钱，再也不用担心
葡萄卖不出去了。“收益提高了，劲头更大了，这两
年俺家的种植面积扩大了一倍多，现在种了5亩。”

大赵楼村：葡萄园里笑声朗
本报记者 邵群峰

早春二月，走进虞城县田庙乡后刘村，只见一行
行果树绽放着新绿，村里村外浅绿环抱，大街小巷整
洁清新。

正在“香玫园”农家乐庄园里跟村民一起栽树的
支部书记刘玉东一边擦汗一边说：“今年，俺庄园计
划再栽100棵果树，不但美化环境了，村集体也能受
益。”

田庙乡后刘村现有人口 2807人，其中有贫困户

79户，贫困人口198人。近年来，该村以当地林果业
为产业龙头，围绕全县“丰绿、增水、兴业、强文”
理念做文章，绿了生态，富了林果，强了民企，让

“集体碗”里饭更香，推动了乡村振兴。
后刘村的林果业在全乡乃至全县都很有名气，林

果种植已经有上百年历史。刘玉东带领村民在抓好粮
食生产的同时，积极探索农业供给侧改革，利用村集
体企业“香玫园”和虞北果业专业合作社，打造花美

果香的农业示范基地。近年来，200亩的玫瑰示范园
和 1000亩桃园在春天里鲜花盛开、花香四溢，整个
后刘村成了花的海洋；500亩的杂果基地，每到收获
季节，果香弥漫，吸引游客纷至沓来。每年一度的黄
河故道湿地穿越仪式，让周边驴友结伴而来，一路踏
春采果，徒步穿越，带动了旅游，刺激了果香，产业
与生态旅游达到双赢。“香玫园”产品和“香玫园农
庄”2015 年分别获得“中原文化产业创意奖”和

“中国乡村旅游金牌农家乐、中国乡村旅游创客基
地”，后刘村也被评为“河南省乡村旅游特色村”。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
南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让俺基层干部吃下了

‘定心丸’。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政治环境，乡村振
兴毫无意义。”刘玉东深有感触地说，“新的一年，我
们一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做好粮食安全生产，把握
土地红线，把集体经济进一步做大做强。”

后刘村：“香玫园”里果花香
本报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谢卫勋

“要扛稳粮食安全这个重任，补齐农村基础设施
这个短板，夯实乡村治理这个根基，用好深化改革这
个法宝。”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
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在夏邑县王集乡
广大基层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

“当天，我和家人在电视机前认真聆听了总书记
在河南代表团的重要讲话，特别是听了总书记针对咱
河南农民提出的‘八个梦想’的回答后，大家都兴奋
地鼓起掌来！”在王集乡集东村，年近半百的党员、
村委委员赵学民谈起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激动

不已。他于 2015年承包了 80亩土地，建起了花荣农
场，艰苦创业，实干苦干，靠种植蔬菜大棚带领村里
20余户贫困户脱了贫、致了富。“总书记对咱农民的
家底知道得这么清晰，了解得这么详细。学习了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村民们的干劲更足了！”

“咱当农民光荣着呢，总书记都说了，要让咱农
民成为一个有体面的职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咱
老百姓的日子可真像辣椒一样越过越红火喽！”在王
集乡刘楼村村民刘记录的温室大棚里，绿油油的菜苗
和瓜苗生机盎然、苍翠欲滴。“今年，我要再承包15
亩土地，全部种上优质羊角酥瓜。有党的好政策，咱
农民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香甜。”今年50多岁的村民
刘记录信心十足地说。

王集乡：蔬菜棚里菜苗翠
本报记者 韩 丰 通讯员 郭 欢

本报讯（记者 李娅飞） 3 月 14
日下午，全市统战工作会议召开。会
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全国统战部长
会议和全省统战工作会议精神，总结
2018年工作，部署今年任务。市委副
书记陈向平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市
长、市公安局局长李建仓主持会议。

陈向平指出，2019年是新中国成
立 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关键之年，全市统一战线要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
作的重要思想，紧紧围绕加强党对统
一战线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个根
本，贯彻落实省委十届六次、七次、
八次全会和市委五届六次、七次、八
次全会精神要求，着力加强思想政治
引领，着力服务高质量发展，着力推
动工作创新，着力夯实基层基础，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谱写中原更加出
彩商丘新篇章广泛凝心聚力。

陈向平强调，要认清当前面临的
形势，深刻把握新时代统战工作方位
使命；着力营造良好环境，促进非公
领域“两个健康”；着力加强民主党
派建设，彰显新型政党制度优势；着
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
族团结和谐。要加强统战系统自身建
设，突出抓好政治建设，提升学习调
研能力，持续改进工作作风，加强党
风廉政建设，全面提升新时代统战工
作水平，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省统战工作会
议精神和市委常委会研究统战工作的
有关部署要求，宣读了 2018 年全市
统战工作暨宣传调研信息网站工作的
通报。睢阳区委、宁陵县委统战部部
长作了交流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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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娅飞） 3月
14日下午，商丘市对台工作会议
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全省对
台工作会议精神，总结 2018年对
台工作，安排部署 2019年重点任
务。市委副书记陈向平出席会议并
讲话，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李建
仓主持会议。

陈向平对商丘对台工作给予
充分肯定。她指出，2018 年商台
两地经济合作日益热络、文化交
流持续深化、对台宣传成效显
著，尤其是“2018 海峡两岸张巡

许远忠烈文化论坛”的成功举
办，张巡祠被授予“河南省对台
交流基地”等为商丘对台工作增
添了新的活力。

陈向平强调，2019 年，要全
面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台
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落实中
央、省委对台决策部署，持续深化
商台两地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全市
对台系统广大干部要提高政治站
位、强化责任担当、形成工作合
力，为推动商丘高质量发展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我市对台工作会议召开
陈向平出席并讲话

本报讯（记者 王正阳） 3 月
14日，市委副书记陈向平到市人
民群众来访接待中心公开接访，面
对面与来访群众沟通交流，倾听群
众呼声，了解社情民意，研究解决
信访问题。

接访中，陈向平认真阅读信访
材料，仔细倾听群众诉求。在听取
了睢阳区退伍军人丁某某反映的情
况后，陈向平要求相关部门严格按
照退役军人安置政策，及时研究解
决，依法保障退役军人合法权益；
在听取了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蒋某
某反映的情况后，陈向平要求当地
政府迅速摸清问题事实，根据实际
情况进行妥善处理，切实维护群众

利益。对于诉求合理、事实清楚、
证据充分、符合政策规定的，陈向
平当场协调处理，要求有关部门立
即落实解决；对现场无法解决的问
题，陈向平要求相关职能部门登记
备案、及时跟进，限期调查处理并
及时给群众满意的答复。

陈向平要求，要积极解决群众
合理诉求，依法依规化解矛盾纠
纷，不断健全完善矛盾排查化解机
制，认真践行新时代“枫桥经
验”，强化源头治理、早期防控，
确保矛盾和问题早发现、早介入、
早化解，努力把信访工作做实做细
做好，全力营造和谐稳定社会环
境。

陈向平公开接待群众来访
3月14日，商丘古城十八华里城郭修

复工程现场一派繁忙的施工景象。这是工人
们抢抓有利时机，在栽种乔木等绿植。

商丘古城十八华里城郭修复及国际马拉
松跑道工程是商丘古城修复性保护与展示工
作的一项重要工程，建成后的十八华里城郭
将集旅游观光、休闲娱乐、文化科普、运动
健身等多功能、多业态为一体，成为商丘古
城外的生态文化长廊、天然绿色屏障。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古城城郭修复古城城郭修复

18华里施工忙

上下同心再出发

【编辑 吴 涛】

6次深入人大政协团组，面对面听取 48位代表委员
发言，聚焦主要矛盾、抓住核心环节、紧盯突出短板、
谋划重点任务……

连日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同出席 2019 年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广泛深入交

流，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主线，共商决战决胜大计。
在内蒙古代表团纵论生态文明建设，在甘肃代表团

聚焦脱贫攻坚，在河南代表团谋划乡村振兴，在福建代
表团共话创新创业创造、两岸融合发展、革命老区和中
央苏区奔小康，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部署国防和

军队建设，在政协文艺界、社科界联组讨论时为文艺创
作和学术创新指引方向……

深入交流，碰撞真知灼见；亲切问候，凝聚同心力
量。

（据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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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同出席2019年全国两会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共商国是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