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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人 参 与 创 卫 工 作 共 建 共 享 美 好 绿 色 家 园

本报讯 （记者 张 铨） 4 月 1
日，全省污染防治攻坚战暨中央环保
督查“回头看”反馈意见整改推进工
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分析当前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形势，对下一阶段工作
进行全面部署。

市长张建慧在郑州主会场参加会
议。市领导吴祖明、岳爱云、倪玉
民、牛亚东、刘明亮在商丘分会场收
听收看会议。

会议要求，要清醒认识当前环境
污染防治的严峻形势，抓住环境治理
的现实机遇，坚定信心，咬定目标，
持之以恒推进各项工作的落实。要精
准发力，推进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始
终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持续加大源
头治理减排的力度，另一手抓持续
加大污染天气过程的管控力度。污
染防治攻坚任务重、要求高，必须
压实各方责任、狠抓问题整改，以

最坚决的态度、最严格的要求、最
扎实的举措，确保中央环保督查整
改工作落实到位。要督查督办，确
保问题条条有落实、件件有回音。
切实转变作风，坚决反对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以过硬的作风做保
障，真正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见
到实效。坚决杜绝弄虚作假、敷衍塞
责，确保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经得起
时间、历史、人民的检验。

全省污染防治攻坚战暨中央环保
督查“回头看”反馈意见整改推进
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我市组织收听收看

本报讯（记者 祁 博） 4月 1日，
我市召开安全生产工作紧急会议，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
理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以及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重要批
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安
全生产工作的有关部署、全省安全生
产和应急管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要
求，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意识，安排
部署下步重点工作。市长张建慧主持
会议并讲话。

市领导陈向平、吴祖明、王全
周、张弛、牛亚东和各县（市、区）、
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我市高度
重视安全生产工作，敢于直面问题，
突出工作重点，严格执法检查，切实
整改安全隐患，推动全市安全生产形
势持续稳定向好。同时，要保持清醒
头脑，始终高度警惕，切实认识到我
市安全生产领域存在的短板和不足，

进一步加大责任落实力度，确保安全
形势可控、安全隐患得到及时排查和
消除，为我市全面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奠定坚实基础。

会议强调，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一是重在建立应急处置信息网络化平
台。各县（市、区）要分等级、分类
别制定不安全因素数字网络图，进一
步明确管控重点和工作责任，制订完
善企业、乡镇、行业等预案，确保出
现事故能够快速反应、妥善处置，切
实将损失降到最低程度。二是重在坚
持党政同责原则。切实落实“三管三
必须”要求，以制度化推动“三个责
任”落实。三是重在始终把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放在最高位置。要树立“隐
患就是事故”的安全理念，敢抓敢
管，善抓善管，切实把各类安全生产
隐患依法查处到位、严格管理到位、
坚决纠正到位。

就做好近期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强调，要全面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
查、化解、消除工作，建立问题清
单，逐一检查销号，有效防范重大安
全生产事故发生。要分行业、分部门
组织学校、医院、网吧、景区、老旧
小区等重点场所和存在不安全因素的
化工企业开展应急演练，切实起到教
育群众、消除隐患的作用。要做好清
明节假期和“五一”节假期的安全生
产工作，针对群众郊游活动，完善好
应急预案，确保应急消防和疏散通道
的通畅，并汲取教训，严格做好野外空
旷地带儿童充气娱乐设施管理工作。
各县（市、区）要加强对行业部门、清明
节期间祭扫群众的安全生产宣传教育；
各级公安、消防部门要提前做好应急预
案，确保清明节期间消防安全。

会议通报了虞城县“3 · 31”突发
尘卷风事件救援、救治等处置情况，
听取了各县（市、区）安全生产大检
查开展情况汇报。

我市召开安全生产工作紧急会议
张建慧主持会议并讲话

从梁园区双八镇政府向西 1 公
里，东沙河水清澈流淌。

东沙河东岸，一座跨街牌楼
上“双八镇草莓主题公园”9个大字
在春日的阳光下分外抢眼，一座座
现代化草莓大棚生机盎然。3月 31
日，时值周末，游客们正在大棚里
采摘草莓，欢乐的笑声此起彼伏。

王勇是草莓主题公园的老板，
一个在双八镇土生土长的农家汉
子。在沙河岸边弯弯曲曲的林荫小
道上，他向记者讲述了建设双八镇
草莓主题公园的前前后后。

早在 20年前，王勇就脱离了黄
土地，到深圳、珠海一带闯荡。他
谦虚地说是做点小生意，其实不
然，他做的是铁路基建物资供应，
从深圳到珠海的火车道上留下他匆
匆忙忙的身影。在那里，他奠定了
人生的经济基础，随之成为了商丘
人在外地的出彩人士，受到当地商
丘商会的关注。至此，他和他的家
人实现了从农民到市民的华丽转身。

2017年春天，珠海迎来了梁园
区招商团。双八镇党委书记王建伟
和王勇又一次坐在了茶桌上，这是
王建伟的“三顾茅庐”，邀请王勇回
家乡创业，带领双八群众积极投身
到正在深入开展的脱贫攻坚战中。

王勇还清楚地记得，那次谈话

很深刻，很认真，“振兴双八草莓”
的蓝图在远离家乡千里之外的月光
下悄然展开。

2018年春天，中央一号文件精
神在豫东大地回响，党的十九大精
神在梁园区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王
勇带着多年奋力打拼的资金，怀着
一颗报效家乡的赤子之心回到双
八镇，开始了他从市民又到农民的

回归历程。
在双八镇党委、镇政府的支持

下，王勇在东沙河两岸流转土地
1500亩，建设了双八镇草莓主题公
园，建成草莓大棚 70多个，其中 30
多个大棚交由当地群众和部分贫困
户管理受益，其余的搞立体种植，
引进“白雪公主”“佐贺清香天仙
醉”等优质品种。（下转2版）

1500亩土地、1600万投资，2000名群众靠草莓种植受益

东沙河畔唱响扶贫主题曲
文/图 本报记者 单保良

希望田野希望田野
———新型职业农民风采—新型职业农民风采

王勇在查看新栽植的草莓苗的长势。

本报讯（记者 邵群峰）人勤
春早，乡间正忙。4月1日下午，睢
阳区路河镇魏湾村唐桥村民组的一
个个蒜黄温室大棚里，金灿灿的蒜
黄长势喜人，忙着收割、打捆的蒜
农和前来打工的周边村民一个个笑
逐颜开。

“这一个‘蒜黄周期年’快结
束了，也管算算账了。”算起收成，
村民陈满华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

“我这个棚不到 900平方米，也就是
1亩多，从去年农历七月到现在，一
共产蒜黄十五六万斤，纯收入十几
万块钱。知道俺村的人为啥说蒜黄
是俺们致富的‘软黄金’了吧？”

唐桥村是远近闻名的蒜黄种植
专业村，蒜黄种植最早可追溯至上
世纪 80年代初。近几年，路河镇将

产业振兴作为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
基础，充分利用临城近郊的地理优
势，本着“服务城市，富裕农民”
的思路，着眼“城郊”二字做文
章，大力发展城市“菜篮子”工
程，增加农民收入，助力脱贫攻坚
和乡村振兴。在镇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唐桥村积极引进大蒜新品种，
蒜黄种植业不断发展壮大，并成功
进行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从土培种
植到水培种植的重大技术突破。

“过去都是土暖窖，种植和管
理都比较麻烦，产量和效益也跟水
培蒜黄不能比。”陈满华说，在镇政
府的主导下，2016年他们到山东学
习蒜黄无土栽培技术，并在全村推
广。水培蒜黄不仅省工省力，而且
增产增收，每公斤价格提高至少 2

元钱，利润增幅达30%。
据魏湾村党支部书记石锋介

绍，唐桥村共 82户人家，蒜黄种植
户有 70 多户，种植面积共 200 多
亩，年产量 1000 多万斤，销售额
3000多万元，牢牢占据商丘农产品
中心批发市场 95%以上的市场份
额，蒜黄种植已成为该村名副其实
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

“我们现在正在申报‘黄金菜’
商标，准备打响自己的品牌，打造
农产品地理标志。”对于外来发展，
石锋踌躇满志，“我们的目标是通过
土地流转进行规模化发展，形成以
唐桥为中心的蒜黄生产基地，实现
生产、加工、销售的有机衔接，提
升产业化经营水平和产业竞争力，
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奔小康。”

一个村的蒜黄供应占商丘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95%以上的市场份额

蒜黄成了唐桥村致富“软黄金”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城乡一
体化示范区管委会，市直各单位：

根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2019 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

精神，现将清明节放假日期通知
如下：

4 月 5 日 （星期五） 至 7 日
（星期日）放假，与周末连休，共

3天。
节假日期间，各单位要妥善

安排好值班和安全、保卫等工
作，遇有重大突发事件发生，要
按规定及时报告并妥善处置，确
保人民群众平安度过节日假期。

商丘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4月1日

关于2019年清明放假安排的通知

本报讯（记者 袁国豪 通讯员 聂 政） 3月29日，永城市永
馨园北区建筑工地工人在施工时挖掘到一根完整象牙化石。3月
30日，该市旅游服务中心文物工作队对象牙化石进行发掘。

经初步测量，该象牙化石长约3米。由于发掘现场未发现其
他骨骼化石，初步鉴定该象牙化石为流水搬运沉积所致，推算
其所属年代距今10万至12万年。目前，为防止风化，该象牙化
石已运至永城市博物馆，并用专用密封袋保存。下一步，有关
部门将会同省文物专家对其进行详细鉴定。

该市旅游服务中心有关负责人表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永城市新桥、酂城、龙岗等乡镇也曾出土过象牙化石，而本次
出土的象牙化石，其大小、长度及完整性世所罕见。该象牙化
石的发现，对研究豫东地区地质史上水陆分布情况、气候变迁
及大型古生物演化史具有重要科考价值。

3米长！永城出土

一根完整象牙化石

3月30日，该市旅游服务中心文物工作队对象
牙化石进行发掘。 季 哲 摄

4 月 1 日，睢
阳区路河镇宋营村
村民宋凯在自家的
大棚多肉植物基地
里管理多肉植物。

目前，宋凯的
多肉种植基地年产
多肉植物 50 万余
株，产值 300 多万
元。现已辐射示范
区平台街道办事处
孙菜园、睢阳区李
口 镇 大 王 庄 及 睢
县、柘城等 4 家多
肉种植基地，带动
了周边群众发展致
富。除去日常零售
之外，线下主要销往
市内各大花卉批发
市场及安徽阜阳、山
东菏泽等周边地市，
线上远销至黑龙江、
海南、青海、四川等
多个省份。

本报记者
傅 青 摄

多肉种植 远销多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