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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在行动

新华社北京4月8日电（记者 张晓松 林 晖）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8日上午在参加首
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要发扬中华民族爱树植树护树好传
统，全国动员、全民动手、全社会共同参与，深入推进大规模
国土绿化行动，推动国土绿化不断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春染大地，生机勃发。上午10时30分许，党和国家领导人习
近平、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集体乘车，来
到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同首都群众一起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植树点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城市森林公园内，面积约
500亩。这一地块原来建有化工厂等设施，拆迁腾退后用于绿
化建设，未来将成为群众放松休闲的活动场所。

一下车，习近平就扛起铁锹，走向植树地点。正在这里植树
的干部群众看到总书记来了，纷纷向总书记问好。习近平向大家
挥手致意，随后同北京市、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同志以及首都
干部群众、少先队员一起挥锹铲土、围堰浇水，忙碌起来。

（下转2版）

习近平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

发扬中华民族爱树植树护树好传统
推动国土绿化不断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本报讯（记者 祁 博） 4月 8日，第十三届中
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郑州开幕。此次投洽
会以“开放合作，中原出彩”为主题，吸引了来自
海内外的1.57万名客商。

市长张建慧、副市长牛亚东率领商丘市代表团
参加投洽会。

本届投洽会以专题推介、产业对接、项目洽
谈、展览展示为主要内容，着力稳外贸、稳外资、
稳投资、稳预期，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增

添动力活力，以全方位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省经济高
质量发展。

开幕式后，张建慧来到商丘展馆，查看展馆陈
设，了解参展企业发展情况，并参加商丘市项目签
约仪式。

商丘展馆充分展现了我市的历史文化特征，
以红黄色为主基调，正门造型仿汉宫门楣，又似
展翅玄鸟，门楣正中是鲜红的“商丘”二字，左
右又有“华商之都 通达商丘”八字。场馆内，

十根方柱环绕而立，柱子上的电子屏幕分别介绍
了我市煤化工及铝加工、生物医药、超硬材料、
食品加工、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农资化肥、纺
织服装、制冷家电、制鞋等主导产业的发展成就
和未来前景。

签约仪式上，共有18个项目在我市落地，总投
资146.1亿元。

张建慧还参加了2019工商企业跨境投资与贸易
项目对接会。

张建慧率商丘市代表团参加第十三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我市在投洽会上签约项目18个
总投资146.1亿元

本报讯（记者 马晓伟）“全村生活垃圾有专
人运走，然后集中处理，群众环保意识也增强
了。瞧瞧俺村环境多好！”示范区贾寨镇后薛村群
众孙华民提起身边环境的变化，十分自豪。清明
节前后，花香四溢，干净整洁的示范区广大乡村
也迎来了一波又一波市民前来看油菜花、品农家
乐，穿梭于银杏大道，沐浴阳春温暖。

针对农村环境治理建设难、管理更难的困
局，示范区审时度势，于去年年底成立商丘华景
环境卫生有限公司，运用公司化运作方式对所辖8
个乡镇（街道办事处）进行环境卫生综合整治。

该区建立“政府主导、部门监管、公司实
施”的农村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工作机制，以市场
化、专业化提升环卫质量。将各乡镇（街道办事
处）农村环境治理相关机械设备经财政评估后纳
入商丘华商物流投资有限公司资产，由商丘华景
环境卫生有限公司负责统一调配、管理和使用，
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保洁工作效率。

“原来尽管垃圾集中了，但是处理起来还是比
较麻烦，乡里也不知道如何处理，现在公司统一
起来了，理顺了关系，乡镇政府和群众都高兴。”
商丘华景环境卫生有限公司工人王红伟高兴地说。

农村环卫保洁范围和内容主要包括辖区各自
然村内硬化及未硬化路面、房前屋后、坑塘沟
渠、自然村周边区域、自然村与自然村之间、行
政村与行政村之间通村道路路面垃圾的清理、收
集和清运，全区农村保洁总面积约 3937 万平方
米。该区明确任务，划分责任目标，将全区 8个
乡镇（街道办事处）划分为 8个片区，每个片区 4
至 6个行政村设 1名队长，每个行政村设 1名班长
的三级管理模式，层层压实责任。班长负责带领
环卫工人进行垃圾清理和清运，队长对垃圾整治
和清理实行全程监管、督促检查环境卫生综合整
治清扫和保洁质量，片长负责与当地村委会和村
民沟通协调解决疑难问题。

目前，该区已投入 4000万元购买了环卫机械
设备，计划对垃圾收集点科学布局并配置垃圾转
运车和人力垃圾收集车，购置了垃圾箱，划转了
示范区环卫工人 1000余人。全面深入开展清扫、
清运公共空间，公共场所和屋边、路边、坑边、
村边等处多年积存垃圾，村内坑塘、闲置庭院、
废弃倒塌的房屋等多处卫生死角得到了彻底根治。

示范区党工委书记何振岭告诉记者：“依靠公
司化运作，示范区目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有了新
的提升，实现了管干分离、各司其职、各负其
责，在乡村振兴的管理方法上先行实践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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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祁 博） 4月 8日下午，作为第
十三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重要组
成部分，中国商丘睢县中原鞋都国际鞋业高峰论坛
在郑州举行。副省长刘伟、市长张建慧出席活动并
分别致辞。市领导牛亚东、刘明亮与 400多名嘉宾
和海内外知名鞋企高管共同参加论坛。

此次论坛以“赋能鞋业 智造未来”为主题，
探讨国际国内制鞋行业发展趋势，为中国制鞋行业
发展寻找新机遇、创造新动力、引领新潮流。

刘伟说，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鞋业生产和出口大
国，河南劳动力资源充裕，已经成为内陆地区制鞋
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近年来，睢县围绕制鞋主导

产业培育，先后引进和培育制鞋及配套企业 100多
家，年产能超过 1亿双，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从弱到强的转变，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中原
鞋都”。本次论坛必将促进智能制造新技术与传统
制造业深度融合，为制鞋企业智能化改造和高质量
发展探索路径。欢迎大家进一步深入考察、了解河
南，发现机遇、洽谈合作。河南将坚定不移实施开
放带动战略，着力优化营商环境，打造内陆开放高
地，让所有来豫投资兴业的海内外朋友放心投资、
放手发展，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

张建慧在致辞中说，商丘历史文化厚重，区位
交通优越，是农业大市、人口大市和人力资源大

市，市场前景广阔，发展潜力巨大。近年来，我市
以高质量发展为根本要求，聚焦产业集聚区“二次
创业”，培育形成了睢县制鞋等一批县域特色产业
集群，推动经济社会实现又好又快跨越发展，去年
主要经济指标增幅在全省取得了“八项第一、七项
前三”的好成绩。我们将沿着高质量发展的轨道，
以更加开放的胸襟、更加优质的服务，诚邀各位客
商朋友来商投资兴业，实现合作共赢。

睢县人民政府分别与雄安制鞋产业园、特步鞋
服、万盛鞋业、森茂鞋业、晋勇（广东清远）橡胶
鞋材等项目签约；与会嘉宾陈占光、Howard Her⁃
man、张京康、吴联银、王国权作了主题演讲。

中国商丘睢县中原鞋都
国际鞋业高峰论坛在郑举行

刘伟张建慧出席并致辞

本报讯（记者 李娅飞） 4月 8日下午，市长
张建慧带领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到民权县、宁陵
县调研督导国土绿化工作开展情况。副市长张家明
参加调研。

张建慧一行先后来到民权县花园乡赵洪波村、
南环路大沙河桥，宁陵县乔楼乡白庄村、辘轳湾村
等处，实地查看森林乡村建设、河道绿化、连霍高
速廊道绿化、片林建设、经济林建设等情况。

在赵洪波村，张建慧要求，要全面推进国土绿
化提速行动，突出抓好森林乡村建设，坚持绿化和
景观相结合，着力打造生态绿色宜居乡村。在民
权县南环路大沙河桥，张建慧叮嘱当地负责同
志，要久久为功、真抓实干，持续抓好河流水系

绿“廊”，着力推进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和常
绿景观林建设。在查看宁陵县省道沿线绿化和连
霍高速廊道绿化工程建设进展情况时，张建慧针
对存在问题逐一提出意见建议及解决方案。在辘
轳湾村，张建慧对该村种植经济林的做法给予充
分肯定。他指出，要大力发展特色经济林、花卉
苗木、林下经济、森林旅游等，积极探索让生态
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让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的绿色发展路径。

张建慧在调研中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
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贯彻实施国土绿化
提速行动建设森林河南动员大会精神，把绿色发展
理念贯穿乡村振兴全过程，增强推进绿色发展、抓

好国土绿化工作的自觉性、责任感、使命感，切实
把绿色发展理念落到实处。要按照市委、市政府国
土绿化提速行动部署要求，立足各地实际，加快推
进农田林网化、城市园林化、乡村林果化、廊道林
荫化、庭院花园化建设，切实把国土绿化、生态保
护、经济发展统一起来，在加快构建绿色产业体
系、形成绿色发展方式、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
转化的道路上迈出新的步伐。要因地制宜、科学规
划，统筹解决用地、资金问题，调整优化产业结
构，确保国土绿化见到实效。要探索创新造林方
式，建立多元化、多渠道的绿化投入机制，压实责
任，形成合力，确保让人民群众更好享受绿色发展
带来的实惠。

张建慧到民权宁陵调研督导国土绿化工作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现在我这支书当得
轻松愉快，办事处有啥安排、邻里有啥不顺畅，直
接在网格员哪里就消化掉了，根本不会出村，更到
不了办事处和县里，让我腾出了很多精力处理其他
事情。”4月7日，民权县绿洲街道办事处吴庄村党
支部书记王保平说起乡村实行网格化管理的事，感
触颇深。

“村级网格化管理模式是我们绿洲街道办事处
实施乡村治理的新型探索，半年多来的实践证明，
投入少，效果好，切实可行！”办事处党工委书记
李吉安说。

“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之
一。如何激发农民群众自己的事自己办的自觉、实
现村民自治？从去年开始，绿洲街道办事处在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中实施了网格化管理，
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从此，他们不断完善提升，让
网格化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也凸现了多种功能。

记者了解到，该管理模式规定以 15户至 30户
为一网格，设立1名网格员，选择一些威信高、热
心公益事业、在本片有影响的“五老”人员担起网
格员岗位，充分发挥他们在当地的影响力、号召力
和凝聚力。每自然村设立1名网格长，由村民组长
担任，各行政村党支部书记为总网格长。网格员负
责落实村委会布置的各项任务，督查指导网格内保
洁员工作效果，开展网格内户与户卫生评比活动，
及时反馈网格区域内的日常社会问题。

网格员成为党委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他们天天生活在百姓之中，能及时准确地把“上联
天线”的“高层声音”深入浅出、得心应手地传递
给基层百姓。去年 12月，在民权县开展的“五美
庭院”“四美乡村”活动中，绿洲街道办事处吴庄
村村民邓法愿庭院脏乱差、屋内不整洁，69岁的
退休老教师苗如生是分包邓法愿的网格员，他接到
任务后，多次去邓家做工作都吃了“闭门羹”，苗
如生没有灰心，他又联合本组的另外两个网格员孟
献堂、陶景军三人共同来到邓家，一方面苦口婆心
地做邓法愿的思想工作，另一方面带着他们全家
人整理庭院和厨房、卧室，教育他们乡村美丽必须从一家一户做起。经过一天
多的整理，邓家面貌焕然一新。眼下，邓家已经养成保持庭院整洁的习惯。邓
法愿说：“家庭美了，看着舒心，也美了乡村，好嘞很！”

网格员还是维护乡村稳定的“定海神针”，他们充分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在
群众中的威望，针对群众之间发生的矛盾及时调解，适于法律的讲法律，适于
情感的讲道理，适用家族威望的就以亲情去解决。今年春节前夕，81岁的村
民杨付振的妻子患脑血栓卧床不起，4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就母亲的赡养问题有
不和谐的苗头。网格员于传玉得知情况后，主动介入杨家进行调解，经过深入
细致的思想工作，达成了轮流赡养母亲的协议。在杨付振儿女们孝心的感召
下，其孙媳妇吴小趁自掏300多元在网上给奶奶买了一辆轮椅，受到了村民的
一致点赞。事后，杨付振的长子杨周林逢人就说：“要不是网格员老于给俺家
调解，俺家的‘火’就烧大了，最后必定闹得兄弟姊妹不团结、老母亲也照顾
不好。老于这人威望高、处世公平，都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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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政协第五届商丘市委员会第 16次主
席会议研究决定，政协第五届商丘市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定于 2019年 4月 11
日上午在市行政中心1号楼一楼第一会议室
举行。会议建议议程：一、听取市政府领导
同志关于全市 2018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
通报；二、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
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的重
要讲话精神；三、传达学习全国两会和省两
会精神；四、研究决定召开政协第五届商丘
市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有关事项；五、通报
2018 年度五届市政协委员履职考核情况；
六、听取市政协各专门委员会关于 2018年
工作情况的汇报（书面）；七、审议通过政
协第五届商丘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2019年
工作要点（书面）；八、大会发言；九、审
议通过授权主席会议审议市政协五届十次常
委会议未尽事宜的决定；十、审议通过政协
第五届商丘市委员会部分专门委员会更名的
决定（草案）及有关人事事项。

特予公告。
政协商丘市委员会办公室

2019年4月8日

关于举行市政协五届

十次常委会议的公告

4 月 8 日，华商大道俯瞰，道路宽敞整
洁，两旁绿意盎然。近年来，我市加大城市
绿化建设力度和道路绿化，一批便民公园、
游园绿地应运而生，为市民营造了绿色、和
谐的生活环境。截至2018年年底，我市城市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42%，建成区绿地率38%，
建成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2.17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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