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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卫生城市 建设美丽商丘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本报讯 （记 者 黄 业 波

通讯员 甄 林） 3月 26日，在
睢县潮庄镇大刘村芦笋产业生
态园里，一座座温室大棚内绿
意盎然，200多名笋农正忙着采
摘新鲜芦笋。“在这里干活，既
轻松又挣钱，一个月能领 2000
多块钱。”65岁的村民杨翠英高
兴地说。

近年来，潮庄镇党委、镇
政府突破产业效能低下的传统
种植模式，从发展新兴产业入
手，给群众寻找了一条产业
优、质量高、效益好、可持续
发展的富民之路。

“如今，俺镇村村有园区、
户户有产业、人人有事干，芦
笋种植让农民尝到了甜头。”该
镇党委书记罗诗勇说。

在该镇负责技术指导的林
友权介绍说：“2014年年底，潮
庄镇党委政府联系到我以后，
我们跑遍了江苏、山东等地，
最后认定种植技术含量低、经
济效益高、有发展后劲的芦笋
产业。”确定了发展方向后，该
镇就组织所有村干部和部分群
众10多次到山东考察。

2015 年初，该镇以帮助种
植户流转土地、免费提供芦笋
种子、免费提供技术服务等优
惠政策，发展大刘、赵楼、郭
庄等 7个村芦笋种植面积 500余
亩。大刘村村民张静就是第一
批参加考察的成员，她在山东
一家芦笋种植大户家住了 10
天，免费打工，学会了种植技
术，回到家后把自家的5亩地都
种上了芦笋，目前已发展芦笋
种植面积 40余亩。她深有感触
地说：“要不是政府引导，俺咋
也想不起来能种芦笋致富。去
年春季我卖芦笋，一天 500元，
真喜欢人。”现在，潮庄镇已发
展芦笋种植面积1.05万亩。

产业发展，人才是关键。
该镇还以农广校为依托，建立
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吸引
和培育外来人才、返乡大学生
和新型职业农民，不断推进乡
村振兴事业长效、持续发展。
郭庄村村民高建立就是一位返
乡创业的新型职业农民， 2015
年他成立了鹏发种植专业合作
社。在他的带领下，该镇已成

立6个种植合作社。他们强强联合，流转土地建立芦笋种植示
范田；开展技术培训，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销售渠道，
发展物流、电商等新兴产业；规范购销市场，严防经纪人控
制价格，确保笋农的经济利益。

提升价值链，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打造供应链，拓宽增
收渠道。目前，该镇已打造出“芦笋秸秆饲料-芦笋鸭蛋-鸭
粪-无公害芦笋”生态循环生产链条；因地制宜推广 “企业+
专业合作社+农户”、“企业+基地+农户”等农企利益联结方
式，发展种养新模式；同时强力推进深加工，新上了芦笋
茶、芦笋酒、芦笋饮料等加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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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祁 博） 3月 27日下午，市长张建慧
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听取有关部门意见建议，研究我市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编制和“三农”工作，安排部署近期工
作重点。副市长张家明参加会议。

会上，市农业农村、发改、交通、自然资源和规划、
水利、粮食和物资储备、农林科学院等单位部门主要负责
人分别结合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
会议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围绕我市乡
村振兴规划编制和“三农”工作，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提出了许多有建设性的意见建议。

张建慧指出，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融会贯通，落实到位，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好

“三农”工作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统筹谋划和推
进。要结合实际，做好乡村振兴规划大纲的编制，
围绕编制多规合一的实用性规划要求，进一步明确
我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和目标，科学分析我
市既有基础和存在的短板，进一步突出乡村振兴规
划的指导性和引导性作用。要围绕扛稳粮食安全这
一重任，确保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稳定；深入开展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进以小麦为原料的

农产品精深加工、围绕“四优四化”和“四专”的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等工作，通过“粮头食尾”
和“农头工尾”，不断延伸粮食产业链、提升价值
链、打造供应链。要树牢绿色发展理念，树立远期
目标，做好产业发展和空间布局研究，处理好新型
城镇化、工业化与耕地保护之间的关系，研究好农
村建设用地整理、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农田水利体
系建设等工作。要用好农村改革法宝，深入研究农
村土地制度三项改革，激发农村发展活力，为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奠定坚实基础。

张建慧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

研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编制和“三农”工作

本报讯（记者 祁 博） 3月 27日，市长张建慧主持
召开专题会议，听取黄河路、方域路优化设计方案和棚户
区改造安置区市政配套设施建设等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
步工作，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
绿色发展理念，强化责任落实，提升规划设计水平，加快
推进工程项目建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副市长张家明参加会议。

张建慧要求，要尽快优化完善黄河路断面设计，加快
项目推进。要本着城市发展需要和绿色环保要求，做好景

观绿化设计，做好合理搭配，确保将黄河路建设成为生态
景观大道。要统筹做好地下各类管线铺设，确保符合规划
设计标准和安全要求。要借鉴其他城市道路设计先进经
验，创新设计理念，使我市新修道路更加符合新时代城市
发展要求。

张建慧指出，强化棚户区改造安置区项目的市政基础
设施配套，是确保群众住得进、住得好的前提。要把安置区
市政配套设施建设当成大事来抓，加快完善各类配套设施
布局规划和管网规划，对安置区的水、电、气、暖、污水处理

等设施配套保障情况进行全面梳理、加快推进，确保与安
置房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投入使用，使群众搬迁入
住后能够享受舒适环境、得到优质服务、开启便捷生活。

会议要求，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要做好规划服务与对
接，勇于担当、严格执法，确保中心城区道路严格按照规
划进行施工建设。供电部门要集中力量开展已建成道路电
线杆迁改工作，做到全面普查，明确任务、做好分工、优
化服务、强化保障，不断提升中心城区道路的安全性和通
畅性。

张建慧主持召开专题会议

研究中心城区道路和棚户区改造安置区市政配套设施建设工作

在科迪集团的奶牛饲养基地内，刚参
加完人代会的张清海正在给员工们宣讲着
会议精神。张清海说：“连日来，我们分
层次组织公司员工学习两会精神，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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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将两会

精神带进车间、落到实处。”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张清海始终把荣

誉和责任牢筑于心。张清海说：“乡村振
兴首先是产业的振兴, 产业振兴的重点在
工业振兴。具体到传统农区虞城，就是着
力加大扶植以食品加工业为主的龙头农产

品企业，加大一二三产的融合，带动建设
现代农业体系，进一步带动城乡融合。作
为河南省‘农字号’龙头企业，我们有义
务带动农产品通过加工增值实现效益最大
化。发展特色优质农产品，探索‘单品突
破’模式，以细分市场带动企业发展，以

品类创新驱动品牌成长，推进种养循环，
实现加工增值效益最大化。发展‘以企带
户’模式，通过企业联结农民，让农产品
持续增值。带动农民的生产经营模式实现
多元化，建立现代农业与百姓的利益链接
机制，把农业增值收益更多留在农村留给
农户，带领农户由原来靠单一传统种植收
入转向依托龙头企业发展立体交叉种植、
特色种植。”

谈到今后的发展，张清海说：“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
我们自己人’，给民营企业家吃下了‘定
心丸’，给我们民营企业指明了道路和发
展方向，让我们更有信心和决心让民营企
业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全国人大代表、科迪集团董事长张清海：

让民营企业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于战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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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推进乡村
振兴作出重要指示：“要补齐农村基础设
施这个短板，重点抓好农村交通运输、农
田水利、农村饮水、乡村物流、宽带网络
等基础设施建设。”

补齐农村基础设施这个短板，是进一
步优化农业发展环境、改善农村生态环
境、提升农民生活环境，构建支撑乡村振
兴战略全面实施并取得良好成效的重要载
体和抓手。

去年，我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原

则，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好“三农”
工作与脱贫攻坚工作贯通起来，放在经济
社会发展全局中统筹谋划和推进，农村面
貌得到了明显改善。全市农村公路新建、
改建 1661公里，完成行政村改造 535个，
建设里程989公里。行政村农村客运班车

通车率达到 100%，行政村 100%通邮得到
进一步巩固。全市6个贫困县提前实现了
行政村通硬化路、通客车、通邮政 100%
的交通运输脱贫目标。全市实现了所有
20户以上自然村 4G网络全覆盖和 842个
贫困村光纤接入全覆盖。（下转2版）

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 构建乡村振兴有力支撑
本报记者 张 博

为中原更加出彩贡献更多商丘力量

3月26日，无人机航拍的绿化施工中的日月河景区。
日月河 （日月湖退水渠） 工程北联日月湖，西接蔡河，

东进包河，全长 7.2 公里。目前，工程的土方施工已全部完
成，绿化和景区道路施工正全力推进，预计今年7月份前基
本完工并对外开放。届时，我市生态文明建设将再添一张靓
丽的城市名片。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日月河畔 绿意初绽

今日导读

▲ ▲

2版 要 闻

我市扎实有序推进
春季麦田管理

来自31家理发店的期盼—

“商丘好人”和道德模范
来免费理发了
附：31家“商丘好人”免费

理发店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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