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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时节，春和景明。
除了祭奠故人之外，最适
宜走出户外、踏青赏花。

这个时候，梨花、桃
花、樱花、郁金香等颜色
各异、姿态婀娜的花儿竞
相开放，而其中最吸引眼
球的当数满树缤纷的樱花
了。去哪里观赏樱花呢？
有人会说，去湖北武汉，去
江苏无锡，去山东青岛……
告诉你吧，商丘人有福气
了，在家门口的日月湖就
能观赏樱花，何须再车马
劳顿跑老远？

这个清明节，商丘日
月湖的樱花岛在朋友圈里
红得像火！

几天前，我在朋友圈
发了一组樱花的照片，有
白色的、有粉色的，白的
像雪、粉的像霞，匆忙中
只简单注释一句话：“日月
湖樱花岛，樱花正艳。”马
上就有本地的、外地的好
多朋友发问：樱花岛在哪
个方位？推介大美商丘是
咱媒体人的责任啊，我当
然得耐心回复：樱花岛在
商丘日月湖景区东南角，
进南门往东一拐，跨过应
天桥就会看到满眼的樱花
烂漫。整个樱花岛面积约
8500平方米，沿湖水榭长
廊 100 余米，园区小路环
绕其中，沿路两旁土坡上
分布有樱花树约550棵。

网上，摄影爱好者还
发布了一组航拍照片。从
空中俯瞰樱花岛，可以看
到整个樱花岛弯曲成一把
小勺的形状，小岛和围湖
融合成一片花的海洋，整
个小岛都被樱花树所覆
盖。有网友留言：“美出新
高度！”“美得想尖叫！”

城有水则秀，居有水
则灵。商丘虽处中原腹
地，但自古就水网密布。
隋唐大运河曾横穿豫东平
原，古时的黄河也经过商
丘，她们给商丘留下了众
多的河湖，如睢县的北
湖、柘城的容湖、梁园区
的天沐湖、睢阳古城湖、
宁陵的东南湖等。但相对
来说，以前的市区则略微
缺少水的秀美和灵气，所
以一到假期大家都纷纷跑
到外地赏花戏水。这几
年，商丘市委、市政府牢
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全力营建水生态环
境。经过几年的持续治
理，目前商丘也成了一座

“水城”，商丘人也以水绿
景美而分外自豪！且不说
市区内的运河成为水质清
澈、环境优美、风景宜人
的绿色生态景观带，单说

“无中生有”的日月湖，自
规划建设之日起就肩负了
引领商丘未来发展的使
命。日月湖，集调蓄与生
态功能于一体，1.17 平方
公里的湖面生态良好、景
色宜人。日月湖景区已然
成了市民假日生活休闲的
必去之处。一到节假日，
沿湖一圈近 5 公里马路上
的车位常常停满。“假日休
闲哪里去，日月湖景区欢
迎你”成了市民自发传颂
的口头禅。

市民欣喜于在家门口
的樱花岛徜徉，从一个侧
面反映了商丘城市的发
展；而本土诗人葛霞的诗

《观樱花绽放》，则表现了
市民满满的幸福感：“娇姿
百媚接苍穹，袅袅馨香醉
蝶蜂。千里花妍藏瑞气，
流芳溢翠惹双瞳。”

最后还得说一句，据
说樱花的花期很短，前后
大约只有一两周时间。没
去的朋友们，抓紧去赴一
场粉红色的樱花之约，来
一个“人面樱花相映红”
的浪漫吧！

日月湖樱花岛徜徉，
赏樱花何须再跑老远

□ 吴 涛

娇姿百媚接苍穹，袅袅馨香醉蝶蜂。千

里花妍藏瑞气，流芳溢翠惹双瞳。

“王主任，我还欠着你一场酒呢，现
在我带的施工队虽然辛苦劳累点，但收益
还不错，我一天挣个500块钱没问题。”4
月8日上午，宁陵县人大办公室主任、驻
逻岗镇前屯村帮扶工作队队长王继峰一走
进村民张新才家，张新才夫妇就热情地迎
了上来。

今年 48岁的张新才之前可是全村出
了名的懒汉，用村民的话就是“整天抱着
膀看人家打牌，一站就是一个坑儿”“10
多亩田里，荒草早把庄稼吃了”。2018年
10 月的一天，帮扶工作队走访边缘户
时，来到了张新才的家。“那简直不叫
家！院里杂草丛生，屋内坑洼不平，窗户
上糊的塑料布烂了几个洞，更不敢相信的
是，家里连一个厕所都没有。”眼前脏乱
差的一幕，让王继峰对张新才真是既哀其
不幸，又怒其不争。

作为帮扶工作队负责人，王继峰觉得
肩上的责任沉甸甸的。扶贫攻坚，关爱帮

扶最多的是村里 65户贫困户，而有些边
缘户却成了大家遗忘的角落。王继峰决心
帮张新才一把，彻底改变他的家，更要改
变他的懒。帮扶队出钱买来了青砖，让张
新才铺平地面，又买来了玻璃，还为他家
申请了改厕项目。

隔了两天，王继峰再次走进张新才
家，却发现原貌依旧，没有一点变化。青
砖和玻璃散乱地堆在墙边，连新建厕所的
场地也没有清理出来。张新才人呢？他还
赖在牌场看人家打牌，真是本性难移！通
过打听，王继峰了解到张新才有个嗜好，
喜欢喝点酒。

王继峰让村民把张新才喊回来，对他
苦口婆心地教育一番后，还许他一个承

诺：“只要你把玻璃安好、把地铺平、把
建厕所的场地铲平，我提着好酒好菜来你
家，请你喝酒。”没有想到这一招真好
用，张新才一撸袖子就开始了，又是除草
又是平地，干得不亦乐乎。两天时间不
到，院里干净了、屋里亮堂了。帮扶工作
队还给他送来了沙发、橱柜和一张大床，
张新才家里焕然一新。

为了践诺，王继峰晚上提着酒菜来到
张家，请张新才喝酒。酒桌上，两个人不
一会儿便哥弟相称，敞开心怀畅谈。原来
早些年张新才的父母患上癌症同时去世，
对他打击很大，从此一蹶不振。他没有想
到的是，县里的干部把他当朋友看、当亲
人待，他不能这样沉沦下去，他要蜕变、

要奋发。“等我将来挣钱发财了，我请你
喝酒。”临别时，张新才对王继峰许诺。

后来，张新才看到在农村给房屋安装
铁皮瓦有市场，这个活儿是力气活儿也是
技术活儿，需要三四个人共同协作，一上
午时间可以安装三间房的屋顶。扣除成
本，一个人一天也能挣400元左右。张新
才跟着人家施工队干了十多天，学到了技
术后便自己带人接活干。由于他们干活认
真，生意一单接着一单。村民们见了张新
才，都笑着喊他“包工头”。

“我家里变洁净了，我也变勤快，这
一切都归功于帮扶工作队。特别是对你王
主任，我心里真是感激不尽。我得请你喝
酒，一是想表达我的心情，二是兑现我的
诺言。”4月8日，张新才诚心诚意要留王
继峰喝酒。王继峰连忙摆手不允，委婉地
说：“这顿酒先欠着吧。现在你刚刚起
步，等到你真正当了老板，我给你庆贺，
我请你喝酒！”

两场酒的故事
本报记者 高会鹏 通讯员 闫占廷

今年48岁的张新才之前是村里出

了名的懒汉，整天抱着膀看人家打

牌，一站就是一个坑儿。帮扶工作队

队长王继峰只用了一顿酒，就让张新

才变勤快了，不仅主动收拾了家里，

还跟着施工队当起了“包工头”……

按照《商丘市空气质量指标日考核奖惩暂行办法》（商
环攻办〔2018〕 94号）和《商丘市空气质量指数预警管理暂
行办法》（商环攻办〔2018〕99号）规定，对三区空气质量情况实
施每日考核，4月 7日考核结果已核算完毕，予以公布。

商丘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4月8日

关于三区空气质量考核支偿情况的通报

行政区

示范区

睢阳区

梁园区

今日支偿（万元）

8

8

8

当月累计支偿（万元）

111

122

116

本报讯（记者 张 铨） 4月 8日，副市长张家明带领市城
管局、河道管理处、园林绿化中心等单位负责同志督导中心
城区绿化等工作。

张家明先后到中州路与环保路交叉口、神火大道与宇航
路交叉口、中州路与珠江路交叉口附近和北海路、珠江路运
河桥、平原路等地实地查看。每到一处，他都认真听取工作
汇报，仔细查看中心城区主干道路绿化示范段建设、河道绿
化等工作实际成效。张家明还来到平原路查看了人防地下通
道建设使用情况。

张家明要求，要抓住当前绿化工作的有利时节，加快中
心城区园林绿化建设工作进度，进一步扩大城市绿量。结合
城区主干道绿化基础，本着适地适树、因地制宜、生态优
先、绿化美化并重的原则，进一步修改细化施工方案，提高
绿化标准和建设水平，推动中心城区绿化向美化、彩化升
级。高标准、严要求实施好神火大道等主要道路绿化示范段
建设，通过典型引路、示范引领，有效推进我市道路绿化建
设工作，不断改善城市环境，提升城市品位。

市领导督导中心城区绿化工作

本报讯（记者 王正阳） 4月8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吴祖明主持召开全市经济运行分析调度会，听取第一季度我
市经济运行情况汇报，分析研判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困难和问
题，部署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重点工作。

吴祖明指出，当前已经进入第二季度，实现全年目标任
务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清醒认识到
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严峻形势，盯住目标赶进度、突出重点
抓落实，主动担当作为、加强部门联动、采取有力措施，全
身心投入到抓经济发展、抓重点工作的落实上来，确保二季
度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吴祖明要求，要严格对照年初确定的目标任务和市委、
市政府安排的重点工作，摸清摸透本行业经济运行走势，加
强对本行业统计指标的核算监测，制定符合实际的阶段性发
展目标。要用足用好各类政策，挖掘综合治税潜力，增加直
接融资比重，加快企业上市进度，落实好各类要素保障。要
加强经济运行监测预警和分析研判，及时协调解决经济运行
中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紧盯抓好各项重点工作，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打
下坚实基础。

我市召开经济运行分析调度会

本报讯（记者 崔 坤） 4月 8日下午，市委常委、常务副
市长吴祖明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形势分析会议，回顾第一
季度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分析当前安全生产工作形势和
存在的薄弱环节，对第二季度安全生产工作进行部署。市安
委会各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分别就各自分管的行业、领域安全
生产工作进行了汇报。

就做好第二季度全市安全生产工作，吴祖明强调，要加
大对重点行业和领域的专项整治与执法检查力度，突出隐患
整改治理，持续开展安全生产霹雳行动和四大攻坚行动，深
化危险化学品、道路交通、游乐设施等领域的专项整治工
作，夯实安全生产基础。要坚持示范引领，大力推进双重预
防体系建设，对双重预防体系示范单位要列出台账，量化工
作任务，明确工作措施，强化工作保障，建立督办机制，制
订培训方案，确保按照限定的时间节点圆满完成双重预防体
系示范单位创建工作。要建立健全安委会成员单位安全生产
工作沟通协调机制，加强信息沟通和工作协调；要严格落实

“日报告、周排查、旬暗访、月通报、季评估”等工作机制；
要加大安全生产宣传培训力度，在全社会凝聚形成安全生产
人人学习、人人参与、人人监督的强大合力。

我市部署第二季度安全生产工作

本报讯（记者 张 博） 4月 8日，我市召开环城高速出入
口建设工作调度会，着力解决影响工程建设的困难和问题，
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重点。副市长倪玉民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新增环城高速出入口项目是我市的重点工
程，对提高城市交通便捷度，完善城市功能，不断提升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有着重要作用。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
高站位、明确责任、积极作为，确保工程顺利快速推进。要
抢抓有利施工时节，在抓项目推进和抓措施落实上下功夫，
建立问题台账，加大协调力度，确保问题得到及时解决，为
工程建设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要严格绿色施工，落实“六
个百分之百”要求，高标准做好黄土覆盖和湿法作业。要明
确工作重点，做好资金保障和施工环境保障，加大督导督查
力度，定期通报工程进度。

会上，三区政府（管委会）、各建设单位、有关职能部门
分别汇报了近期工作开展情况。

我市加快推进环城高速出入口建设

本报讯（季 哲） 4月8日，郑
州大学第 28期商丘市管领导干部
进修班在郑州大学干部培训中心开
班。

据了解，此次进修班为期两个
月， 46 名市管领导干部参加培
训。按照有关规定，学员结业考核
分为学习考核和日常考勤两部分，

每位学员在培训学习期间还须独立
撰写一篇 3000字左右的论文或调
查报告。学员若缺课占总学时的
1/7者，总成绩考核为不合格。

郑州大学第28期商丘市管领导干部进修班开班

（上接1版）
油松、国槐、侧柏、玉兰、红

瑞木、碧桃……习近平接连种下 7
棵树苗。他一边劳动，一边向身边
的少先队员询问学习生活和体育锻
炼情况，叮嘱他们从小养成爱护自
然、保护环境的意识，用自己的双
手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美丽，祝他们
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

植树现场一片热火朝天景象。
参加劳动的领导同志同大家一起扶
苗培土、拎桶浇水，不时同身边的
干部群众交流加强生态保护、坚持
绿色发展的看法。

植树间隙，习近平同在场的干
部群众亲切交谈。他指出，今年是
新中国植树节设立 40周年。40年
来，我国森林面积、森林蓄积分别
增长一倍左右，人工林面积居全球
第一，我国对全球植被增量的贡献
比例居世界首位。同时，我国生态
欠账依然很大，缺林少绿、生态脆
弱仍是一个需要下大气力解决的问
题。

习近平强调，中华民族自古就
有爱树、植树、护树的好传统。众
人拾柴火焰高，众人植树树成林。
要全国动员、全民动手、全社会共

同参与，各级领导干部要率先垂
范，持之以恒开展义务植树。要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推动国土绿化高质量发展，统筹山
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因地制宜深
入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持续
推进森林城市、森林乡村建设，着
力改善人居环境，做到四季常绿、
季季有花，发展绿色经济，加强森
林管护，推动国土绿化不断取得实
实在在的成效。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等参加植
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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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正阳） 4月8日，我市召开重点项目建设
工作推进会，贯彻落实全省重点项目建设推进工作电视电话
会议精神，听取我市一季度重点项目建设情况汇报，分析当
前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研究加快推进我市项目建设工
作措施。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吴祖明主持会议并讲话。

吴祖明指出，项目建设是抢机遇补短板的重要抓手、稳
增长保态势的关键举措、调结构促转型的客观要求、打基础
增后劲的有效载体。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压紧夯实责任，强
化要素保障，优化资源配置，激活投资主体，突出跟踪问效，
聚焦聚神聚力抓落实，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增强后劲。

吴祖明要求，要高度重视重点项目建设工作，把加快重
点项目建设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形成推动项目建设的长效
机制。要建立健全重点项目联席会议制度，落实好重点项目
市领导分包责任制，全力打响重点项目“百日攻坚”战，积
极落实联审联批例会制度，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巩固行政审批“3350”改革成果，加快推进网
上审批，同时坚持重点项目进展月通报制度，强化服务保
障，加强督查考核，全力以赴推动 2019年项目建设目标任务
圆满完成。

我市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4 月 8 日，建筑
工人在神隆宝鼎新
材料有限公司项目
工地忙碌。该公司
位于示范区先进装
备制造园区内，项
目总投资 36 亿元人
民币，建成后年产
10.5万吨高端双零铝
箔，年可新增产值
30 亿元人民币，可
实现利税3亿元人民
币，出口创汇3亿美
元以上，提供就业
岗位1000个以上。

本报记者 刘 忠 摄

4月8日，民权县
双塔镇常东村贫困户
在给辣椒苗浇水。该
镇积极引导贫困群众
发展育苗产业，实现
贫困群众增收致富。
据统计，每座大棚可
育10万株辣椒苗，收
入5万元左右。

李世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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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李 倩）近日，省科
协公布了 2018年度“中国流动科
技馆”河南巡展进校园活动绩效评
估结果，商丘市科协被评为优秀组
织单位，柘城县科协、宁陵县科协

被评为优秀站点，魏涛被评为优秀
个人，徐淑敏被评为优秀辅导员。

“中国流动科技馆”巡展活
动是中国科协与地方科协、中国科
技馆与省级科技馆共同协作，为促

进薄弱地区科技馆建设和推动科普
事业发展的一次联合行动，旨在让
更多的公众尤其是广大青少年共享
优质科普教育、感受科学技术无穷
魅力。

2018年度“中国流动科技馆”河南巡展进校园活动绩效评估结果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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