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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祁 博） 4 月 3 日，2019 年
“5+2”经济合作活动商丘市情说明会暨合作项
目签约仪式举行，共签约项目45个，总投资221
亿元。省政协副主席龚立群，十一届省政协副主
席史济春，九届省政协副主席、省豫商联合会会
长陈义初，市长张建慧，市领导曾昭宝、牛亚
东、刘明亮出席。200多名知名豫商和企业家，
北京、上海、广州、浙江等省市 50多个河南商
会代表参加会议。

龚立群说，近年来，商丘市坚持新发展理
念，坚持高质量发展根本方向，齐心协力、抢抓
机遇、开拓进取，在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推动高
质量发展上取得了显著成绩。希望广大豫商积极
把握机遇，积极参与商丘各项建设，进一步提升
豫商企业生产经营水平和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开

创商丘市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
陈义初说，商丘是一片投资兴业的热土，域

内产业集聚区主导产业鲜明、发展势头迅猛。商
丘区位优越、交通便利，是全省除郑州外的又一
个黄金十字架交通枢纽。商丘历史悠久、文化厚
重，旅游业发展商机无限。希望广大豫商积极了
解世界，融入新时代，提升文化素质，助力商丘
发展，争做出彩河南人。

张建慧代表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
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商丘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界朋
友表示感谢。他说，商丘作为一座历史悠久、文
化灿烂的魅力之城，一座物华天宝、宜居宜业的
生态之城，一座改革创新、务实进取的活力之
城，一座城乡繁荣、共享共荣的和谐之城，处处
充满了商机和希望，是省内外广大豫商投资兴

业、回馈家乡的沃土。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
机，充分发挥商丘独特的区位、资源和市场优
势，充分发扬商丘尊商、亲商、安商的优良传
统，以更实的举措深化放管服改革、以更好的政
策支持企业发展、以更优的服务助力实体经济，
努力让大家在商丘投资放心、工作顺心、生活舒
心。希望大家对商丘的发展继续给予关心关注，
提出更多宝贵意见和建议。

会上，永城市芒砀山溪谷文旅、梁园区惠龙
易通物流、睢阳区光通智慧产业园、示范区国际
汽车博览城综合体、柘城县宝晶超硬材料等项目
相继签约。会议对商丘市回乡创业先进个人进行
了表彰。

会前，我市还组织了高质量经济发展项目对
接会。

“5+2”经济合作活动商丘市情
说明会暨合作项目签约仪式举行

龚立群史济春陈义初张建慧出席
共签约项目45个，总投资221亿元 本报讯（记者 祁 博） 4月 3日下午，

市长张建慧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宁陵县
四湖地区棚户区改造规划工作汇报，研究部
署规划完善、布局优化、业态植入、运营管
理等工作。

宁陵县四湖地区位于县城中心区内，棚
户区改造规划面积4.91平方公里，主要实施
棚户区改造，四湖、水系、道路提升，土地
统一规划，区域建设等方面工作。

在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后，张建慧说，宁
陵县四湖地区棚户区改造，对于进一步提升
城市建设水平、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改善居
民生活环境、促进区域要素聚集具有重要作
用。要进一步明确定位，将四湖地区作为文
化特色鲜明、历史底蕴丰富、生态宜居的
城市发展组团核心进行打造，以产业植入
和业态培育聚集人气，引领宁陵新型城镇
化进程，提升辐射带动能力。要进一步研

究完善规划，编制好“六线”控规，实施
规划弹性控制，优化空间结构和基础设施
布局，统筹做好交通规划，强化四湖联
系，坚持小尺度布局城内建筑，深化建筑
风貌精细化设计，形成疏密有序的空间结
构、特色鲜明的建筑风貌、快速便捷的交
通网络，进一步提升城区吸引力。要注重
生态保护和文化传承，深入挖掘宁陵的大
农业生态、自然禀赋和历史遗存遗迹，做
好文化植入，讲好历史故事，强化地域
性、核心性和文化旅游属性，促进康养旅
游、消费服务等产业发展，形成县域核心
增长极。要有序推进改造建设，优先打造
好四湖生态环境，结合实际选择成熟区域进
行集中打造，通过示范带动，逐步推进发
展。要用好国家政策，探索建立市场化运作
机制，争取更多项目、资金支持，促进城市
精明增长，确保可持续发展。

张建慧主持召开专题会议

研究宁陵县四湖地区
棚户区改造规划工作

本报讯（记者 王正阳） 4月 3日，市
委副书记陈向平来到市群众来访接待中心公
开接访，与群众面对面交流，认真倾听群众
诉求，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

当天共接待来访群众 3批 9人次，接访
事项主要集中在安置房分配、薪资纠纷等问
题。在接访过程中，陈向平认真听取来访
群众反映问题，翻阅了解相关材料，并不
时询问具体情况。对事实清楚、责任明确
的问题，要求有关部门迅速给予落实解
决；对一时难以解决的复杂问题，要求有
关部门认真调查研究，尽快提出解决意

见，及时向信访群众告知处理结果；对个
别诉求不合理、超越法律法规和政策界限
的问题，做好耐心细致的政策解读和思想
疏导工作。

陈向平指出，领导干部定期接待群众
来访，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
众的具体体现，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形式。市信
访部门和各有关单位要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深入推进信访工作制度改革，着力推
动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打造更高水平的阳
光信访、责任信访、法治信访。

陈向平公开接待群众来访

4月 3日，施工人员在商丘古城西北
片区城湖护坡建设现场忙碌着。商丘古
城西北片区景观项目位于古城西关街北
侧至水街西侧，施工内容包括绿化、广
场、园路、建筑小品等，区域内建有老
年活动中心、儿童活动广场、羽毛球
场、篮球场等配套设施，预计今年10月1
日前全部完工。 本报记者 崔坤 摄

古城改造施工忙

奋进新时代
喜看首季开门红喜看首季开门红

本报讯（记者 翟华伟） 4月2日，记者从市
农村农业局获悉，今年以来，我市农业农村工作
紧紧围绕新职能新定位新任务，按照集中力量抓
重点的要求，全市农业农村经济运行起步扎实，
保持了健康发展态势。麦播面积 755.9万亩，小
麦返青期苗情达到常年同期较好水平，春播作物
种植面积约 106.1万亩，肉牛、肉羊、家禽养殖
效益较好，实现首季开门红。

夏粮生产形势较好。今年，我市麦播面积
755.9 万亩，其中优质强筋小麦面积 130 万亩，
目前一、二、三类苗比例为 7:2:1，其中一二类
苗所占比例为 90.6%，较冬前提高 0.6 个百分
点，较去年同期提高 1.4个百分点，较常年同期
提高 0.3个百分点；三类苗所占比例由冬前 10%
降为 9.4%，较去年同期提高 1.8个百分点，较常
年同期减少 0.5个百分点，小麦返青期苗情明显
好于去年，达到常年同期较好水平，为确保夏粮
再夺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全年粮食稳定生
产提供了有力支撑。

目前，市农业农村局高度重视倒春寒和后期
倒伏风险等问题，积极组织市县农技人员深入田
间地头指导群众落实麦田管理关键技术，迅速掀
起春季麦田管理工作高潮，已中耕面积 289.4万
亩次，追肥596.6万亩次，开展病虫害防治519万
亩次，化学除草511.4万亩次，浇水面积135.6万亩
次。市、县（区）、乡（镇）入户指导1.92万户，直接
培训农民2.31万人次，发放技术资料50万份。

春季农业生产进展顺利。着力推进“四优四
化”发展，搞好了春耕备耕。据农情调查，2019
年全市春播作物种植面积约 106.1万亩，其中粮
食作物 9.6 万亩、棉花 5.3 万亩、花生 15 万亩、
烟叶 2万亩、蔬菜 50万亩左右、瓜类 20.6万亩、
药材 2.4万亩、花卉 0.3万亩、其他 0.9万亩。从
目前掌握情况看，我市肥料、农药、农膜等农业

投入品货源充足，均能满足市场需要。
畜牧业平稳健康发展。肉牛、肉羊、家禽养

殖效益较好，奶业发展平稳，生猪价格明显回升
（上周每公斤 11 元，目前上涨到 14 元）。一季
度，预计全市肉类总产量12.5万吨，禽蛋产量8
万吨，奶类产量8.5万吨。

“2018 年，全市粮食总产量达到 144.76 亿
斤，比上年增产 1.31亿斤，连续 5年稳定在 130
亿斤以上。”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孟伟表示，
当前，我市粮食生产已站稳一个新台阶，今后，
我市农业农村领域将继续紧抓粮食生产，推动藏
粮于地、藏粮于技，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有
新担当新作为。

一季度全市农业农村经济运行起步扎实

小麦如期返青 家禽养殖效益较好

根据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对河南省
开展“回头看”及大气污染问题专项督察情
况反馈意见，涉及商丘市问题共有 35 项，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诚恳接受、全面认
领、积极整改。按照《河南省贯彻落实中央
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及大气污染问题专
项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要求，确保我市
全面完成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工作任务，日
前，《商丘市贯彻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

“回头看”及大气污染问题专项督察反馈意
见整改方案》（以下简称《整改方案》）按
照河南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推进工作组办公
室要求，全文在商丘市人民政府和商丘市生
态环境局网站公布。

《整改方案》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统
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突出贯彻落实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高度自觉，突出反馈意见
的全面整改，突出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机制建
设，把整改工作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整体推
进相结合，把生态环境质量提升与经济高质
量发展相结合，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与
改进工作作风相结合，把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成效与改善民生相结合，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补齐生态环境短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整改方案》 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坚持长短结合、实事求是，坚持标本兼
治、重在治本，坚持依法整改、分类施策，

明确了3个方面的整改目标。一是督察反馈
问题整改到位。确保问题整改到位，坚决杜
绝虚假整改、表面整改，敷衍整改；二是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调整产业结构、
能源结构、运输结构，绿色发展方式加快形
成，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提升与经济高质量发
展相互促进、相互提升；三是生态环境质量
有效改善力争 2019年全市 PM2.5年均浓度
达到 50微克/立方米以下，PM10年均浓度
达到91微克/立方米以下，全年优良天数达
到245天以上；包河颜集断面、沱河小王桥
断面、包河马桥断面、惠济河砖桥断面、沱
河张板桥断面水质持续稳定达到Ⅴ类，大沙
河包公庙断面、浍河黄口断面、东沙河业庙
断面水质持续稳定达到Ⅳ类；其他市控断面
水质达到市定目标。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总体高于 97.7％，
地下水质量考核点位水质级别保持稳定。完
成省下达我市的 2019年度受污染耕地安全
利用面积任务，累计完成省下达我市的受污
染耕地种植结构调整或退耕还林面积任务，
累计完成省下达我市的受污染耕地土壤治理
与修复示范面积任务，建立污染地块优先管
控名录。土壤污染防治体系逐步建立，土壤
环境风险得到初步控制。到 2020年，全市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生态环境质
量总体改善，生态系统稳定性持续增强，生
态安全屏障基本形成，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生态文明制
度体系更加健全，全市生态文明水平与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下转2版）

商丘市公开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
及大气污染问题专项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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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市
755.9 万亩小麦
均已如期返青，
苗情达到常年同
期较好水平。

本 报 记 者
傅 青 摄于3月
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