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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千顷碧野，春风浩荡的梁
园大地生机盎然。康林河畔杨柳依依，高
铁新城塔吊飞旋，背街小巷万象更新，一
幅幅饱含着文明音符的七彩画卷把梁园
城市装扮得英姿飒爽，大气如歌。

在这片升腾的热土上，习总书记参加
河南代表团讲话春风化雨催人奋进，美丽
家园是奋斗出来的！党的十九大精神熠
熠生辉，幸福生活是奋斗出来的！

两年来，梁园区抢抓百城提质建设和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机遇，紧紧围绕省委、
省政府“以水润城、以绿荫城、以文化城、
以业兴城”的总体要求，按照市委、市政府

提出的“有机更新、均衡发展”的理念和
“七个突出”的战略部署，高标准打造“水
清林翠、宜居宜业”新梁园。

道路建设围着民生转。为强力推进
百城提质工程和文明城创建，梁园区咬定
目标不放松，紧盯“提质”不走神，目前，城
区内20条道路已建成通车，8条道路已开
始施工，5条道路已完成招投标工作，高
铁安置区10条道路已建成通车。产业集
聚区在豫东率先实现了通暖气、通燃气、
通公交车等“九通一平”。新修的“九横九
纵”18条主干道把集聚区发展空间拓展
到 30多平方公里，成为河南最大的产业

集聚区之一。
背街小巷呈现新面貌。目前，全区已

完成升级改造背街小巷 87条，每条小巷
里都呈现出浓郁的文化氛围，有标语、有
故事、有风景、有法规，处处彰显城市精神
文明建设。几年前，时任河南省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赵素萍来梁园视察工作，对背
街小巷文化建设给予充分肯定。

城市建设顺着民心走。2018 年，梁
园区共谋划百城提质建设项目106个，总
投资66.36亿元。先后启动董井小学、邢庄
小学、特教中心等教育项目建设。完成了
中医院、妇幼保健院、疾控中心、东风眼科
医院等医疗机构建设，城市森林公园、郊野
公园、城区片林合理分布，见缝插绿、拆墙
透绿、开门见绿在梁园成为常态。以网格
化城市管理为抓手创新管理模式，在治理
城市“四乱”中发挥了作用。升级改造老旧
公厕12座，新建公厕28座。同时，不惜一
切代价打赢“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乡风文明迈进新时代。他们大力开
展移风易俗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形成了

“由城到乡”“由乡到村”“由村到户”的文
明建设新格局。通过广泛开展以“星级文
明户”“中原乡贤、孝贤”为主要内容的先
进典型评选活动，全区形成了崇尚先进、
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社会风尚。

路桥通达，林水相依，产城融合，眼前
的景象今非昔比。凯旋路和归德路两座
立交桥把道南道北连为一体，实现了1分
钟南北通达的历史跨越。这两座立交桥
仿佛一双有力的翅膀，带动梁园经济腾
飞，社会进步。同时，他们对流经辖区的
6条河流进行美化亮化，打造了风景秀美
的沿河公园。清水进城，绿荫相伴，康林

河畔又见钓鱼翁。
北望新城，更是一番繁忙的建设场

景，飞旋的塔吊下，康城花园万民入住，田
园社区陆续竣工，涉迁群众欢天喜地搬新
家。据介绍，2018年，他们累计给群众交
付安置房 1.2万套 150万平方米，一大批
道北群众得到了妥善安置。

路通了民心就舒畅，水清了民心就敞
亮，街净了民心就暖了，眼下的梁园，正沿
着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
这一主线，深入贯彻落实习总书记讲话精
神，奋力实施跨越发展新战略，围绕产业
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
织振兴做发展文章，绘发展蓝图。

梁园区：百城提质建设刷新城市“颜值”
文/图 本报记者 单保良

本报讯（记者 单保良）3月15日，梁园区工信局（科技局）
局长关玉军一行11人到联系村刘口镇南会馆村开展“三·五”
基层工作日活动。

关玉军与南会馆村“两委”及部分党员认真学习《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
意见》文件精神。并就美丽乡村建设、大气污染防治、信访维
稳等工作与村“两委”班子进行座谈。

随后，关玉军到贫困户家中进行了走访，详细了解贫困户
的生产生活情况，并为贫困户雷增云送去橱柜1个。

梁园区工信局（科技局）在南会馆村开展了送科技下乡宣
传活动。展出科技宣传展板 10块，发放农业科技图书、防震
减灾和扶贫知识宣传折页 1000余份。宣传了春季麦田管理
知识，提高了农民的科学管理水平。

区工信局

“三·五”下乡送科技

本报讯（记者 单保良 通讯员 路平安）记者日前从梁园区召
开的政法工作会议上获悉，梁园区政法工作重点转段升级，力度加
大，目标锁定社会安定、群众安居、发展安心“三安”目标，旨在大力
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满意度。

据介绍，2018 年，梁园区政法工作紧紧围绕区委中心工
作，始终扭住第一要务保发展，第一责任保稳定，有力维护了
全区政治稳定和社会治安秩序平稳。一是打击犯罪有力。积极
开展“商丘卫士杯”竞赛活动，“雷霆行动”“平安守护”等专
项行动，特别是在扫黑除恶工作中，公检法密切配合，办理了
一大批涉黑案件，有力净化了社会空气。二是治安整治有为。
深入开展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整治社会治安秩序活动，社会治
安秩序不断好转。三是矛盾化解有方。深入开展了政法干警大
走访、大排查、大调处活动，落实了化解重点信访事件工作机
制。四是作风建设有成。政法队伍作风明显好转，形象不断改
善，得到了社会公众好评。五是平安创建有位。完善了平安梁
园建设打、防、管、控、治、调、宣等各项工作措施，公众安
全感、政法机关执法满意度大幅提升，创造了梁园历史最好的
成绩，营造了社会安定、群众安居、发展安心的良好氛围。薛
凤林表示，下一步，要提升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必须以《政法工作条例》为行动指
南，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
看问题、想对策、抓落实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人民群众日常
小事、身边小案抓起，解决好群众最关切的公共安全、权益保
障、公平正义问题。

区委书记薛凤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新时代新作为，政法
机关必须站在全区发展大局的高度，全力推进政法工作再上新台
阶。要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这个主题，持续加大综合治
理力度。要紧紧抓住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这个抓手，积极配合各部
门打好风险化解攻坚战。要突出“维护稳定、构建和谐”，努力
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各类矛盾。要突出“队伍建设、提高素
质”，不断加强自身执法能力建设，要在服务发展、维护稳定、
提升能力、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上下功夫、见本领，不断提升人民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满意度。

为激励先进，他们对 2018年度政法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工
作者进行了表彰。市公安局党委委员、梁园战区党委书记贾洪亮
宣布在全区开展“枫桥经验”暨推广白云街道“X+综治”动员
会，这标志着梁园区政法工作重点进入新时段。

安定 安居 安心

梁园区围绕“安”字下功夫
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本报讯（苏妍妍）为加强和规范辖区单位消防安全管理工
作，有效预防和减少安全事故发生，增强全民消防意识，保障
居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日前，八八街道办事处 7个社区
对辖区内所有的沿街商铺进行消防检查和宣传活动，并与他
们签订了《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目标责任保证书》。

责任书中要求履行消防安全责任，根据店面的实际情况，
配备必要的消防灭火器材，自觉贯彻执行消防法律法规，切实
提高防范意识，严格实行消防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同时，社区
还向商户发放消防安全宣传材料，提高他们的消防安全意识，
不定期对商铺进行消防安全检查，发现隐患及时整改。

通过此次活动，强化了各经营商户的安全意识，使其认识
到安全工作的重要性，从而自加压力，采取有效措施，共同实
现“消除事故隐患、控制事故发生，确保安全经营”的目标。

八八街道办事处

开展消防知识宣传
筑牢消防安全防火墙

本报讯（崔俊英）为营造浓厚的创卫氛围，连日来，前进
街道办事处在辖区内深入开展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宣传活动，提
高居民的知晓率与参与率，努力营造创卫工作人人参与的浓郁
氛围。

进入 3 月份以来，该办事处全方位、大范围宣传创卫工
作，充分利用LED电子屏、小区宣传栏、墙体宣传标语、宣传
横幅等大力宣传爱国卫生、健康教育、病媒生物防治等知识。
同时，深入沿街门店、居民家中宣传，将创卫宣传单发放到居
民手中，使居民了解创卫信息。他们还充分发挥志愿者作用，
号召志愿者积极参与到创建国家级卫生城市宣传工作中来，开
展环境卫生整治活动，深入各个小区、巷道进行创卫宣传，开
展志愿便民服务，呼吁大家共同参与。

前进街道办事处

宣传再加力 创卫入人心

本报讯（陈宝刚）今年，白云街
道办事处以作风建设提升年为契
机，强化责任，细化措施，以树立团
结务实、加快发展、勤政为民、和谐
稳定四种新风为重点，促进“四结
合”，推动干部作风进一步转变，深
入基层、立足岗位、脚踏实地，扎实
开展工作。

促进作风建设与班子锤炼相
结合。在作风建设中大力营造团
结干事的良好氛围，通过坚持民主

生活会制度、重大事项民主决策制
度和开展机关作风建设评议活动
等，以班子和谐促进单位和谐、工
作和谐，形成上下合力共抓、同谋
发展的工作局面。

促进作风建设与服务经济相
结合。在作风建设中树立党员干
部服务经济发展的理念，通过加强
工作作风建设和经济发展软环境
治理，解决“吃拿卡要”和推诿扯
皮，作风懒散，效率低下，行政不作

为、乱作为等问题，为经济发展营
造良好的环境。

促进作风建设与关爱民生相
结合。在作风建设中大力弘扬爱
民之风、为民之风、惠民之风，重点
解决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就业、社
会保障、就医、环境保护、食品质
量、安全生产等问题，让辖区人民
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促进作风建设与社会稳定相
结合。在作风建设中要求干部广
泛接触群众，通过开展干部下访
下查活动，深入抓好政务、社务
和党务公开，切实纠正损害群众
利益的不正之风，真情倾听群众
的呼声，真实反映群众的愿望，真
正为群众解决问题，全力保持社会
和谐稳定。

白云街道办事处

“四结合”强化干部队伍作风建设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中牛集团有限公

司年加工96万张牛皮建设项目需要对项目基本情况、建设单位

基本概况予以公开。

现将环境影响评价公示内容公布如下：

一、项目名称及概况
项目名称：中牛集团有限公司年加工96万张牛皮建设项目

建设单位：中牛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地址：柘城县产业集聚区东区

建设性质：异地搬迁

现有工程情况：2015年为对成品革生产线进行验收，将原有

蓝湿革生产线实施整体拆除搬迁，拟将其搬迁入柘城县产业集

聚区东片区，受到产业集聚区规划环评及基础设施制约，至今尚

未建设，基于上述原因，中牛集团有限公司拟实施整体搬迁，搬

迁内容包含已拆除的生皮蓝湿革（即柘城县伊科皮业有限公司）

和现有的蓝湿革成品革（即年加工 70万标张成品革项目）两部

分，搬迁后原厂址用作他用。现有厂区四面被居民围绕，在

400米卫生防护距离范围内共有 196户（746名）居民，已经不能

满足《皮革、毛皮及其制品业卫生防护距离 第1部分：皮革鞣制

加工业》（GB 18082.1-2012）要求。随着现有工程淘汰现有厂

区、整体搬迁后，上述问题将全部解决，但评价建议，在现有工程

厂址变更用地性质前，必须进行厂区土壤污染评估及必要修复。

本工程概况：中牛集团年加工 96万标张牛皮建设项目位于

柘城县产业集聚区东区内，建设年加工96万标张牛皮生产线（包

括生产车间、生产辅助设施、科研实验车间、污染治理设施、职工

服务设施、办公楼及配套设施等），工艺采用：牛皮—浸水—保毛

脱毛—去肉—片皮—浸酸—鞣制—蓝（白）湿皮—挤水伸展—片

区—削匀—复鞣—染色—坯革—修补—喷浆—抛光—摔软—量

革—成品，主要设备：超载转鼓、去肉机、片皮机、喷浆机、振荡

机、绷板机、压花机、烫光机、抛光机、八角不锈钢摔软鼓、滚涂

机、真空干燥机、量革机；本项目总投资为5亿元。根据《产业结

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2013年修正）》相关政策，本项目不

属于鼓励类、限制类、淘汰类，属于允许类；同时本项目已在商丘

市柘城县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备案，因此，本项目的建设符合

国家产业政策。

二、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中牛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克专

联系电话：0370—7261117

通信地址：商丘市柘城县产业集聚区

电子信箱：1812188568@qq.com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受中牛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河南省正大环境科技咨询工

程有限公司承担了本次环评报告的编制工作。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见附件。在公众参与时限内，若生态环境保护

部发布了公众意见表的格式和内容，则以生态环境保护部发布

的为准。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及邮寄信件等方式，向建设单

位反馈意见和建议（请公众在发表意见的同时尽量提供详尽的

联系方式，以便建设单位及时向您反馈相关信息）。

六、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获取方式
1.征求意见稿网络链接：www.zhecheng.gov.cn
2.纸质报告书获取途径：中牛集团有限公司现有厂区（柘城

县谷水西路201号）查阅。

中牛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3月19日

中牛集团有限公司年加工96万张牛皮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公示

梁园区委领导为先进工作者颁奖。 路平安 摄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柘城县

产业集聚区管委会中原生态皮革产业园污水处理厂建

设项目需要对项目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基本概况予以

公开。现将环境影响评价公示内容公布如下：

一、建设项目简介：

柘城县产业集聚区管委会拟在柘城县中原生态

皮革产业园内 （集聚区东区皮革及皮革制品园区）

的东部建设柘城县中原生态皮革产业园污水处理厂

项目，根据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本项目的主要

服务范围是河南省柘城县产业集聚区中规划的皮革

及皮革制品园区内皮革厂产生的废水，设计处理规

模为1万m3/d。
本项目建设内容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为园区内

皮革厂配套的预处理站（包括含硫废水、染色废水和综

合废水的预处理，共2座），另一部分为集中的综合废水

处理站（1座）。处理工艺为：预处理+沉砂池+初沉池

+二级A/O+二沉池+芬顿氧化+沉淀池。

二、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柘城县产业集聚区管委会

联系人：张兴军

联系电话：13937079526
通信地址：商丘市柘城县产业集聚区广州路中段

电子信箱：1812188568@qq.com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受柘城县产业集聚区管委会的委托，河南省正大

环境科技咨询工程有限公司承担了本次环评报告的编

制工作。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见附件。在公众参与时限内，若生态

环境保护部发布了公众意见表的格式和内容，则以生

态环境保护部发布的为准。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及邮寄信件等方

式，向建设单位反馈意见和建议（请公众在发表意见

的同时尽量提供详尽的联系方式，以便建设单位及时

向您反馈相关信息）。

六、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获取方式

1.征求意见稿网络链接：www.zhecheng.gov.cn
2.纸质报告书获取途径：柘城县产业集聚区管委

会（柘城县苏州路中段）查阅。

柘城县产业集聚区管委会

2019年3月19日

柘城县产业集聚区管委会中原生态皮革产业园污水处理厂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公示

已竣工的安置楼等待居民入住。

环境优美的康林河运动公园。

3 月 18 日，观
堂镇盛庄村农民正忙
着打营养钵育辣椒
苗。随着气温的回
升，连日来，该镇农
民抢抓农时进行春耕
生产，田野里到处是
农民忙碌的身影。

陈 臣 摄

为中原更加出彩贡献更多商丘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