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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乡资讯

拱形门鲜红喜庆、彩旗成行迎风飘
扬、梨花洁白胜似雪……梨花节期间来到
宁陵，浓浓的节会氛围迎面而来，让人春
心荡漾、喜不自禁。

漫步梨园，穿行于花海之中，游客接踵
而来，精彩的民间文艺节目表演吸引了众
多游客围观。有的游客徒步穿越花海，体
验行走的快乐；有的游客忙于赏花拍照，留
下美好瞬间；有的游客穿梭在美食街，品味
着特色小吃，悠哉乐哉……

春和景明，万花斗艳。宁陵万亩生态
梨园内，梨花吐蕊绽蕾，竞相盛开，银波琼
浪，让人宛若置身人间仙境。

“人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下了高速，就
乘坐观光车来到景点。”前来赏花的郑州游
客李凯说，没想到来宁陵看梨花的人这么
多，感觉像是春节期间赶庙会一样，既热闹
又好玩。

据统计，宁陵第十六届梨花节开幕当
天，吸引了省内外游客上万人次。近年来，
宁陵梨花、宁陵金顶谢花酥梨声名远播，每
年都吸引省内外 50余万人前来赏梨花、摘
酥梨，辐射带动10余万人就业脱贫。同时，
该县将依托万亩梨园这一生态绿色资源，
以“生态养生慢生活”为主线，以梨花小镇、
艺术小镇、桃花小镇建设为载体，全力打造
生态绿色、宜居宜业、宜游宜乐之地。

“桃花红、梨花白、菜花黄，宁陵处处好
春光……”在本届梨花节前夕，宁陵县县长
马同和为梨乡宁陵代言的一段视频，火爆
网络，网友留言好评如潮。

自2004年以来，宁陵县依托万亩梨园
景区，已成功举办 15届梨花节、12届酥
梨采摘节，形成了“春赏梨花、夏乘绿
荫、秋品梨果、冬观枝丫”的四季美景。
本届梨花节以“梨花颂、梨园游、梨乡
情”为主题，将从 3月 29日持续到 4月 9
日。节会期间，还将举行省文艺志愿服务
走进宁陵慰问演出、首届“中国梦·劳动
美”职工摄影大赛、抖音视频玩转宁陵梨
花节、梨花仙子选美大赛、第四届汉式集
体婚礼、第四届农民艺术节、首届“皇家封
范”开坛文化节、特色产品及美食一条街等
11项主题活动，突出了宁陵特色、彰显了宁

陵元素，展现了宁陵风采。
旅游观光是由头，促民增收是核心。

近年来，宁陵县紧紧围绕“培植壮大酥梨产
业，做大做强梨果经济，推动乡村旅游发
展，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目标，利用得天独
厚的自然条件，大力发展酥梨产业，走出了
一条贫困地区发展酥梨产业成功脱贫致富
之路。

“三年来，石桥镇以旅游扶贫增收为目
标，采取部门联动，多轮驱动方式，投入乡
村旅游扶贫、美丽乡村、整村推进、专项扶
贫等各类项目以及整合财政资金4600余万
元，实施项目 20多个。”石桥镇党委副书记
王磊介绍，优美的环境、优良的秩序、朴实
的民风，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乡村旅游
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

同时，该县按照乡村旅游景区化、旅游
扶贫产业化的发展思路，实践果旅结合、林
旅结合、科旅结合、农旅结合的乡村旅游发
展新模式，培育优势产业，带动当地农户就
地参与旅游经营服务，构建旅游产业链。
采取“景区+农户（贫困户）+合作社+协会”

模式，联村带户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引导、
鼓励懂经营善管理的企业、能人进行开发
建设和经营管理。由政府规划，企业或能
人牵头，市场化运作，吸纳或租赁果园、土
地、房产等生产资料、资源合作参股，农户
不仅获得土地收益，而且可实现在当地就
业，拓宽了农民增收致富的渠道。

目前，景区内董庄、于庄、孙迁三个建
档立卡贫困村已成立专业合作社8家、酥梨
协会 1 家，吸收会员 710 户，流转果园（耕
地）2100亩。景区梨农已不单单靠销售酥
梨为生，不少农户加入合作社后从事起农
副产品深加工，制作梨木厨具、制作秋梨膏
等产品，就地增值。特色产业的融合发展
已成为乡村旅游重要的支撑。

近年来，通过积极完善景区基础设施，
加强服务管理，提高了万亩梨园知名度，宁
陵县年接待游客超过 60万人次，实现旅游
收入 3200万元，旅游业收入占景区农民家
庭收入的 13%以上。乡村旅游业促进了当
地经济快速发展，走出了一条依靠发展乡
村旅游引领精准扶贫的路子。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宁陵县种
植 22万亩梨园，被誉为豫东绿肺，全年
空气优良天数达到 300多天。炎炎夏季，
万顷梨园里温度比外部低 3℃—5℃，每
立方厘米负氧离子 6000—8000 个，是天
然避暑度假氧吧。

据马同和介绍，目前，宁陵县委、县政
府正在着力把梨园景区内的孙迁村打造成

“中原彩绘第一村”的艺术小镇，依托万亩
梨园这一生态绿色资源，以“生态养生慢生
活”为主线，以梨花小镇、艺术小镇、桃花小
镇建设为载体，全力打造生态绿色、宜居宜
业、宜游宜乐之地。

2017年 7月，宁陵梨花小镇被评为省
级特色小镇，它依托石桥镇万亩梨园生态
资源，以梨花梨园为特色产业链，规划占地
6平方公里，包括生态梨园景区、国家农业
公园、小镇风情街区三大功能区域，项目总
投资 30亿元，致力于打造中国乡村振兴发
展示范基地、中国养生养老基地、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国际慢城生态小镇的典范。
目前，投资 8000万元的梨花小镇——梨花
岛项目建设正在顺利实施。

艺术小镇是该县联合省文联驻孙迁村
工作队，按照把孙迁村打造成“中原墙绘第
一村”目标，规划建设的特色小镇。新落成
的梨乡鹿苑被游客誉为万顷梨园中的“盆
景花园”。建设中的文创园、中原墙绘一条
街、寨河钓鱼台等自然及人文景点，旨在打
造豫东地区最具特色的文创艺术旅游区、
美术基地文创艺术村落，展现新型而不失
古味的美丽乡土特色和传统儒家文化风
尚，充分展现宜游、宜学、宜居的艺术小镇
风情。

“我们最终的目标是把梨园建成商丘
的西花园、宁陵的会客厅。与商丘古城互
补共融发展，形成‘一城一乡’商丘旅游
景区双璧格局。”宁陵县委书记李振兴
说，下一步，还将继续依托素有天然氧吧
之称的万亩梨园和以葛天氏之乐为主体的
葛天文化，着力打造集吃住行、采购娱为
一体的 4A级生态旅游景区，把宁陵建设
成为春季花香四溢、夏季浓荫蔽日、秋季
硕果飘香、冬季流光溢彩的醉美家园。

洁白梨花迎客来 天然氧吧最怡人

万顷梨园成生态“聚宝盆”
本报记者 高会鹏 通讯员 宋 涛

本报讯（记者 高会鹏 通讯员 于 朋）3月 31日凌晨，宁陵
县气温陡降，最低气温 2℃，为积极应对强降温天气影响，保障
农业生产安全，县农业农村局迅速行动，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农技
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果园、温室大棚指导农民做好应对工作。

高度重视，迅速部署。该局高度重视，及时发布紧急通知，
要求把防范强降温天气作为当前农业生产的重要任务，科学研
判分析，强化应对措施，最大限度减轻降温天气对农业生产的影
响和造成的损失，确保农业生产顺利开展。

强化宣传引导，及时传递信息。该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迅
速利用广播、微信等媒体和平台，向农户发布天气预警信息，提
醒农民群众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高农民群众应对强降温天气
的防范能力和防范意识。

科学应对，落实关键措施。降温天气结束后该局立即指导
农民因地制宜追肥浇水，划锄镇压，保墒增温，促进苗情转化升
级，提高抗寒防冻能力。针对墒情不足的麦田及时浇水，并根据
田间小麦叶色，追施氮肥或喷施叶面肥和植物生长调节剂，促进
受冻小麦恢复正常生长发育。同时，落实好设施蔬菜、果树防冻
措施，加固温室大棚，调控温度湿度，增强保温抗寒能力。

县农业农村局

组织农技专家到田间地头
指导农民应对强降温天气

本报讯（记者 高会鹏 通讯员 冯
晓雨）“刘洋真不错，来到我们村快一
年了，脱贫攻坚工作没少出力，他精通
电脑，还会写材料，现在我们村各项工
作都离不开他了。”日前，一提起村级
专干刘洋，城郊乡王仪宾村党支部书
记王铭诗就赞不绝口。

乡村干部年龄老化、人才匮乏等
问题，一直制约着农村发展。去年 8
月，宁陵县面对脱贫攻坚迫在眉睫的
形势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在
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开拓思路、大胆创
新，探索性地实施了村级专干。经过
报名、审核、笔试、面试、体检、考察等
一系列程序，50名有知识、有技术、有
能力的优秀大学生脱颖而出，到农村
基层一线担任村级专干。

新招录的村级专干大部分是刚走
出校门的学生，他们有文化、有闯劲、
有思路，但年纪轻、阅历浅、农村工作
经验不足。

如何让他们驻得下、干得好、留得
住、有盼头？宁陵县从严管厚爱、教育
培训、实践锻炼、激励机制等方面狠下
功夫，对村级专干全方位、精准培养，
点燃他们扎根基层、奋发作为、干事创
业的激情活力。

严管厚爱结合，确保驻得下。优
先把村级专干分配到软弱涣散村，要
求在村内最低服务 5年，并成立专门
办公室，统筹协调、宏观指导、跟踪管
理。县乡领导定期与村级专干交心
谈话，及时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使他
们时刻感受到党的温暖、组织的关怀，
增强服务农村的信心和决心。

强化培训指导，确保干得好。把
村级专干列入教育培训体系，一并参
加县里组织的各类培训班，丰富他们的理论知识。邀请农村工
作经验丰富、资历较深的干部对村级专干进行手把手辅导，向他
们介绍农村工作特点、乡风民情、村务管理等知识，使他们在较
短时间里对岗位职责、农村工作方法等有初步的了解，提高服务
群众的能力。

搭建锻炼平台，确保留得住。有意识、有目的地安排村级专干
参与基层党建、脱贫攻坚、乡村治理、信访维稳等重点难点工作，在
适度进行心性锻炼的同时，提升村级专干带富能力，彰显价值。

健全激励机制，确保有前途。将村级专干作为乡村振兴的
“主力军”培养。通过引导参与所在村的重大事项决策，不断强
化他们的主体意识、主人身份。严格落实村级专干相关待遇，着
力解除其后顾之忧，确保他们扎下根、安下心。

据统计，宁陵县村级专干发挥专业优势，举办各类技术培训
113期，培训农民2万人次；制定乡村发展规划120多个；推荐就
业岗位 300 多个；开展普法宣传 73 场；帮扶贫困群众 1000 余
人。全县 40个软弱涣散村级党组织，在村级专干的推动下，已
全部完成升级转化，部分村一跃成为“先进村”“明星村”。

“让年轻干部在农村集聚、在农村历练、在农村成长，为农村
输送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优秀人才，更有利于优化
农村党员队伍知识年龄结构，引导农民勤劳致富、弘扬新风，为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油助力。”宁陵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蒋云兰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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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高会鹏）“千树梨花千树雪”，四月的梨花开成
海，风景如画。中国·宁陵第十六届梨花节吸引了数万人前来领
略梨园的瑰丽风光。游客们在赏花游玩的同时，总能看到一个
个“绿马甲”穿梭在人群中，捡拾垃圾，宣传环保理念，这是宁陵
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在开展以“赏梨园花海 树环保之风 创文
明之城”为主题的环保志愿服务活动。

宁陵县环保志愿者以梨花节为载体，弘扬“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展示积极向上、奋发图强的良好精神
风貌，3月 29日，在县环境保护局的带领下，宁陵县环境保护志
愿者协会组织百余名环保志愿者开展了为期3天的专项环保志
愿服务活动，为梨花节的成功举办营造整洁的会场环境。

志愿服务活动期间，志愿者们自费为环保徒步队员免费发
放面包、牛奶、鸡蛋等食物，积极引导游客保护环境，徒手捡拾垃
圾。与此同时，环保志愿者组成方队进行梨园花海徒步穿越活
动，有效开展了生态环境保护宣传。

宁陵百名环保志愿者

为梨花节助力添彩

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定于2019年5月5日10时至2019
年5月6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
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网址：https://sf-item.taobao.
com/sf_item/591019139742.htm?spm=a213w.7398554.
paiList.30.3ea33662CBoMTU，户名：永城市人民法院)，公
开拍卖永城市新城区檀宫小区27号楼403室房产。详细信息
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
买。

联系人：邱法官
联系电话：15082951625

永城市人民法院
2019年4月3日

永城市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定于 2019 年 4 月 18 日 10 时至
2019年4月19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永城市人
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sf-item.
taobao.com/sf_item/590850358350.htm?spm=a213w.7398554.
paiList.21.3ea33662CBoMTU，户名：永城市人民法院)，公
开拍卖皇沟窖藏白酒 60箱。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
查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邱法官
联系电话：15082951625

永城市人民法院
2019年4月3日

永城市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定于2019年5月8日10时
至 2019年 5月 9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
睢阳区人民法院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法院账户
名：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法院主页网址：https://sf.tao⁃
bao.com/0370/08），公开拍卖商丘市睢阳区华夏路与南京路
交叉口西北角城北农村信用联社家属院 1#楼 3单元 3层房
产，建筑面积为 98.43平方米，用途为住宅。详细信息请登
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李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6181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2019年4月3日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定于 2019年 5月 8日 10
时至2019年5月9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
市睢阳区人民法院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法院账
户名：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法院主页网址：https://sf.
taobao.com/0370/08），公开拍卖商丘市睢阳区神火大道东
侧方域路北侧银基花园 A、B 座 1-901 号，建筑面积为
136.90平方米，用途为住宅。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
览查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田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6275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2019年4月3日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本报讯（记者 高会鹏）梨花
洁白表敬意，苍松肃穆寄哀思。4
月 3 日，来自陕西建工安装集团
的 112 名职工在清明节前夕来到

“老坚决”潘从正墓前拜祭，敬献
花篮，只为弘扬老坚决精神，传
承红色文化。

陕西建工安装集团只是来老
坚决精神教育基地开展主题教育
实践活动的代表之一。近段时
间，先后有宁陵县、商丘市以及
外省市的多个团体，集中到老坚
决精神教育基地开展“追寻老坚
决足迹 弘扬老坚决精神”主题教
育实践活动，共同缅怀优秀共产
党员“老坚决”潘从正，开展党
性教育，树立为民情怀。

“我们陕建安装集团作为陕西
省大型国有工程总承包企业，一直
注重职工的党性教育，这次我们组
织 100 多名党员来宁陵老坚决精
神教育基地开展学习教育实践活
动，就是为了鼓舞基层党员立足岗
位，艰苦奋斗，学习老坚决‘心系百
姓、艰苦创业、敢为人先、百折不
挠、无私奉献’的精神。”陕西建工
安装集团总经理、党委副书记董永
堂说。

近年来，宁陵县广泛持久地开
展继承和弘扬老坚决精神教育实
践活动，立足发展新起点，顺应发
展新常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筑牢
思想之“魂”，补足精神之“钙”，灌

注前进之“力”，先后组织编写了党
员干部学习教材《基层党员的好榜
样——老坚决》，拍摄了红色电影
《老坚决轶事》，建立了党性传统教
育基地老坚决事迹展览馆，开展了
追随老坚决足迹万人植树活动，举
办了穆青与老坚决精神全国学术
研讨会等，在党员干部中引起强烈
反响和共鸣。当前，老坚决精神干
部教育学院建设工程也列入议事
日程，建成后将成为豫东地区第一
个党员干部红色教育基地。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
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清明前夕，老坚决精神教育基地迎

来了一批又一批国内外游客，来自
四面八方的游客在这里重温“老坚
决”艰苦奋斗的事迹，接受主题教
育，使精神受到洗礼和震憾。

前来老坚决精神教育基地参观
学习的学员，先后参观“老坚决”故
居和他生前苦战风沙、植树造林的
场地，被其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精
神所感动和激励。据宁陵县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蒋云兰介绍，老坚决
精神教育基地迎来全国各地前来祭
拜的团体，这是宁陵县对老坚决精
神学习教育和宣传推广的结果，也
更坚定了全县建设老坚决精神干部
教育学院的信心与决心。

“老坚决”故居渐成红色教育基地

4月3日，陕西建安集团党员干部来到石桥镇万庄村“老坚决”精
神教育基地，祭拜“老坚决”潘从正。 本报记者 傅 青 摄

本报讯（记者 高会鹏 通讯员 刘会敏）3月 29日，中国·宁
陵第十六届梨花节在宁陵万亩生态梨园景区开幕。宁陵县税
务局依托梨花节组建“政策讲解与志愿服务小分队”，走进万亩
梨园，为过往游人提供政策辅导与服务帮助。

活动中，小分队在人流密集处设置税法政策咨询台，围绕
减税降费、个税改革等新政策，针对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焦点、
热点、难点问题进行面对面解答，同时将相关政策、办税指南通
过通俗易懂的语言传递给纳税人、缴费人和社会公众。开幕式
现场，小分队还开展了提供道路指引、清扫垃圾等志愿服务，充
分展示了良好的宁陵税务形象。

县税务局

依托梨花节开展系列宣传活动

梨花节期间，梨园游客络绎不绝。 本报记者 高会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