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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传真

全力推进全力推进

国国土绿化提速行动土绿化提速行动

有人说，绿色是生命的象征，有人说，绿色是希
望的象征，在梁园，绿色就是生态建设的底色。

四月赏花正当时。4 月 6 日，在桃红梨白、碧水
荡漾的孙福集乡境内的黄河故道南岸，几名园林管理
人员正在给新栽植的大叶女贞灌溉，一望无际的苗木
在和煦的春风中绽放出新绿。眼前是新栽植的 3000
亩沿河绿化带，有大叶女贞、杜仲、金丝楸等名贵苗
木，依河傍村，自西向东铺展开去，和万亩森林无缝
对接。

这是近年来梁园区大力实施国土绿化、致力于生态
建设，在黄土地上精心绘制的一幅油画，绿色是这幅画
的主色调，村庄成为绿荫中的点缀。

大地植绿，让森林与流水合唱

据史料记载，清咸丰五年，黄河决堤北上，豫东
人从此结束了黄河水患的困扰。但是，随之而来的却
是黄河改道后带来的风沙之灾，“白茫茫，野荒荒，
三里没人影，十里没村庄”，“大风一起，刮到犁底；
大风一停，沟满壕平”，这些广为流传的民间谚语形
象地描述了这片土地当时的荒凉。1958年，为了锁住
风沙，改良盐减地，原商丘市国有林场，也就是今天
的梁园区国有林场成立了，从此开始了大规模的植树
造林。

黄河北上，给这片土地上留下一条老河，一片荒
野和几户人家，历史不堪回首。

梁园人民自古就有不服输不言败的精神，与天
斗，与地斗，几十年奋斗不息，硬是在这片荒芜的土
地上植下了万亩槐树林。

走进新时代，梁园加快了国土绿化的脚步，黄
河故道一天一片新绿，茂密的森林与黄河故道保护
着几十万亩良田不再沙化，护卫着梁园经济社会健
康发展。

梁园区园林绿化局局长韩乐君说，从去年年底开
始，梁园区按照《商丘市今冬明春造林绿化工作实施
意见》的要求，全区动员、全民参与，围绕“五区”
绿化，即城区绿化、镇区绿化、景区绿化、库区绿
化、产业集聚区绿化，抢抓冬春植树造林大好时
机，大力实施国土绿化提速行动，先后开展了冬春
两季大规模植树造林活动，统筹推进森林、湿地、
流域、农田、城市五大生态系统建设，目标锁定廊
道森林化、农田林网化、城镇园林化、乡村林果化、
庭院花园化。

按照规划，该区今年主要目标完成营造林 3.02万
亩（造林 2.1万亩，其中廊道绿化 2.06万亩，农田防护
林建设 400亩。森林抚育 9200亩）。争取国储林贷款 1
亿元、建设国家储备林 8000 亩；发展优质林果 5500
亩、苗木花卉 1500亩，建设森林康养基地 1处，林下
经济达到 9.3万亩。建设 8个森林乡村。

数字见证，黄土地成为绿屏障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梁园
区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朝着这个方向，这几
年，梁园区扭住生态建设不分心，咬定绿色发展不走
神，“大地植绿、心中播绿”的绿色发展理念在干部
群众心中根深蒂固，成就了一个四季如画的商丘“城
市后花园”。

一组闪光的数字诉说了一个艰辛的历程。截至目
前，梁园区国土绿化已完成造林 7000 多亩，栽树 30
万多株，挖坑 15万多个，整地 1万多亩，完成了连霍

高速 100 米补植补造任务，完成了规划流转土地
1.26 万亩，其中孙福集乡民商虞干渠土地流转 1348
亩，双八镇环城高速土地流转 3274 亩，李庄乡环城
高速、郑徐高铁和民商虞干渠土地流转 2876 亩，王
楼乡环城高速土地流转 1821 亩，水池铺乡土地流转
924亩，谢集镇土地流转 2388亩，全区已落实地块土
地流转和青苗费合计 2452万元。

同时，完成了区政府需承担的补植补造和未流转
土地绿化建设的规划设计，完成整体苗木购置 13.48
万株。其中高速补植补造涉及李庄乡环城高速低洼
地，需苗量为 3.36万株。水池铺乡和观堂镇连霍高速
计划补植树种泡桐，需苗量 1.3 万株。高压线下计划
补植大叶女贞，需苗量 1890 株。民商虞干渠绿化建
设，造林面积 1348 亩，需苗量楸树 2 万株，栾树 3.6
万株。黄河故道防护林带完善提高和农田林网化防护
林建设，空档面积 200多亩，需苗量 6600多株。孙谢
路补植补造，孙福集段 800 米空档建设面积 120 亩，
谢集段 1900 米空档，建设面积 285 亩，需苗量为 1.7
万株；黄河故道沿路防护林建设的完善提高，需苗量
1650株。孙福集乡沙区农田林网化防护林建设和谢集
镇一般农区农田林网化防护林建设，需苗量 5000株。

城乡联动，人居环境与绿色发展双赢

不怕打硬仗，就怕打乱仗。这是梁园区多年来克
难攻坚干大事的“战地经验”，在大力实施国土绿化
这场战役中，他们更是用心用力用功。

在农村，他们按照农田林网化的标准，以“百千
万”农田防护林、防风固沙林为重点，以沟河路渠绿
化为依托，完善农田防护林体系。通过树种结构调
整，增加树种多样性，每个乡镇突出 2 至 3 个乡土树
种，1 至 2 个经济林树种，有效提高平原绿化水平。
同时做到点、片、带、网相结合，常绿树种与落叶乔
木相结合，高标准农田防护林网格面积控制在 300亩
以内，黄河故道防风固沙林网格面积控制在 200亩以
内，增强防护功能，提高防护能力。

在城市，他们按照“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
抱森林”理念，大力推进森林进城、森林围城，巩固
国家森林城市创建成果。围绕森林面积、活立木蓄积
量、林木覆盖率“三增长”目标，实施城乡联动、统

筹推进，加大公园绿地建设力度，高质量建设城市
森林公园、郊野公园、城区片林，发展屋顶绿化、
立体绿化，打造见缝插绿、拆墙透绿、开门见绿的
绿色城市，让城区适宜绿化的地方都绿起来。

在集镇区，他们根据各乡镇总体规划，推进乡
镇驻地绿化建设。把各乡镇集镇区呈现四季常青，
三季有花。规划镇区内 300米建一街头绿地，每个绿
地面积不低于 2 亩，至少建一个不少于 15 亩的主题
公园。经过集镇区河道每侧建设不低于 20 米宽的带
状绿地公园，每个乡镇至少完成 1个森林乡村建设任
务，进一步提高人居环境质量。

梁园区委书记薛凤林说，实施国土绿化，推动
生态振兴，是践行习总书记参加河南代表团讲话精神
的具体行动，今年，梁园区将持续加大生态建设与保
护力度，奋力打造“森林梁园”，把绿色发展贯穿乡
村振兴全过程，为助力“森林河南”“森林商丘”建
设作出梁园贡献。

让绿色成为梁园大地的生态底色让绿色成为梁园大地的生态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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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树造林，梁园干群齐上阵。

本报讯（李红义）“往污水沟渠里推土倒垃圾，影响夏季防汛
排水，这项工作应立即整治。”日前，在平原街道办事处苏庄村的
会议室里，作为村级廉情监督员的韩凤伦对村里的沟渠污水治
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今年以来，平原街道办事处按照区纪委监委工作部署，针对
村级组织监督面广、力量薄弱等问题，结合基层党务（村务）公开
建设和“小微权力”监督运行工作，在辖区村（社区）“两代表一委
员”、“五老人员”、商会和企业、代办员、热心公益事业等群体中
聘请“廉情监督员”，成立了廉情监督员队伍，构建了“横到边、纵
到底、全覆盖”的监督网络，动态监督村级各项工作，打通监督在
基层的“神经末梢”。办事处纪工委与廉情监督员建立直接联系
通道，对于廉情监督员提交的意见建议，办事处纪工委及时汇总
分析，对问题属实的，主动作为，立即督促整改，对党员干部存在
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谈话提醒，实现抓早抓细抓小。

“廉情监督员既对村级资金、项目、民生等领域进行监督，推
动村级事务的规范化管理，也对村干部、村党员的廉洁自律及形
象进行监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在基层落地。”平原街道办事处
党工委书记刘振华说。

据了解，目前，平原街道办事处每个村（社区）都建立了廉情
监督员队伍，既加强了监督的力量，有效拓宽了群众监督渠道，
强化了对基层小微权力运行的监督，也调动了群众参与村级事
务管理、营造良好乡风民风的积极性。

平原街道办事处

廉情监督员织牢监督网

本报讯 （记者 单保良 通讯员 王 振） 4 月 5 日，
在高铁新城康城花园绿地，几名刚刚搬进新家的市民正
在和煦的阳光下聊天，一名物业人员走到他们跟前，微
笑着问：“大娘，你们住进来这么长时间了，对我们物
业有什么意见和好的建议，及时提出来，我们好改
进。”“你们服务很周到，很细心，把院子都建成小花园

了，环境很美，我们很满意。”一位 50多岁的居民笑着
回答。

这简单的对话里，蕴含着很多温暖，康城花园人居
环境令人满意，管理人员恪尽职守，生活秩序有条不
紊。据介绍，几年来，梁园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安置
区建设，成立了安置区建设联席办公室，从政法、纪

检、房管、住建、电力等部门抽调精兵强将 30 多人，
日夜坚守，驻地督导，盯速度、盯质量、盯问题，有力
推动了安置区建设。在建设过程中，区委书记、区长每
周现场办公不少于两次，明确区委副书记牵头，一名人
大副主任、一名政府副区长驻地组织调度，一天一碰
头，着力解决建设推进中存在的问题，要求解决问题不
过夜。

目前，已完成高铁新城D区康城花园、C区7、8、9
号地块约1.2万套面积150万平方米安置房交付工作，已
入住群众近 3万人，道路、学校、医院、公交等基础配
套设施齐全，群众生活便利，双气已通，宜居、宜业、
宜养。

高铁新城A区和C区约 500万平方米 3万套安置房
已全面开工，其中 A 区分为 10 个地块，C区分为 4 个
地块，各项目部抢工期、赶工期，掀起了春季施工的
高潮。

据悉，高铁新城安置区位于梁园区北部包河以
南、黄河路以北，平原路以东、凯旋路以西区域，总
占地面积 4.2 平方公里，分为 A、B、C、D 四个区域，
其中 A、C、D 三个区域 17 个地块为安置区域，规划
建设安置房约 4.2 万套、占地 650 万平方米；其中 A、
C、D为安置区，B区为城市配套功能区，D区康城花
园和 C 区为高铁安置区域，A 区为棚户区改造安置区
域。规划入住人口 12万至 15万人。本着低密度、大空
间、绿色建筑、海绵城市、智慧城市等设计理念，统
筹考虑道路、学校、医院、公园绿地、体育场馆、文
化、养老、环卫、车站、水电气暖等配套设施，合理
布局社区商业和服务设施，打造功能齐全、环境优美
的现代化小区。

梁园区忙趁春风建新城

本报讯（记者 单保良 通讯员 韩际东）4月 7日，时值清
明节小长假，梁园区“四大班子”组织开展为期 1天的人居
环境整治和国土绿化工作实地观摩活动，对农村 8个乡镇的
人居环境整治和国土绿化工作实施大评比，旨在自我加压，
推进工作。

这次观摩评比主要围绕集镇区环境、“三大秩序”、村庄公
共环境、主要道路沿线国土绿化等工作。区委书记薛凤林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此次观摩有亮点也有问题，亮点是没有大量
白色垃圾，河道治理干净有序，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干群认识
有很大提高，宣传到位，全区呈现出家喻户晓、人人参与的良
好局面。问题是工作标准不高，各乡镇工作进展不平衡。如孙
福集乡投入了100多万元，将所有村墙体全部刷白，标准非常
高，而一些乡镇只对检查村进行了刷白。机制不完善，公益性
岗位还需要进一步对接、健全和完善。垃圾费收缴、垃圾收
集、处理还需要进一步健全机制。下一步，全区上下要统一思
想，提高认识，加大宣传力度，加大投入力度，建立健全机
制，抓住有利时机，自我加压，一鼓作气，将村庄内外、道路
沿线、高速路沿线、内河沿岸实施绿化亮化，切实推动乡村振
兴落到实处，推动习总书记参加河南代表团讲话精神在梁园开
花结果。

代区长张兵说，梁园区将以这次实地观摩评比为契机，围
绕整治重点、关键点，全面铺开、全面推进，努力实现整体提
升，全民参与，重点突破，补齐短板目标。

梁园区自我加压
提升人居环境和国土绿化

高铁新城内已经启用的学校。 本报记者 单保良 摄 物业管理人员听取居民的意见和建议。本报记者 单保良 摄

本报讯（康玉华）为迎接建国70周年，助力“中国梦”宣传教
育，讴歌时代精神，4月 2日下午，由梁园区文化旅游局、市文化
馆、市朗诵家协会主办，梁园区文化馆、梁园区第二回民小学承
办的“中国梦·春之声”2019年梁园区诗歌朗诵会，在梁园区第
二回民小学音乐厅举行。300余名观众一起聆听了这场用诗歌
吟咏春天的盛会。

来自各行各业朗诵爱好者们把诗歌、散文幻化成有声语言，
声情并茂地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动人的故事。老师和学生一起登
台演出，让人们在抑扬顿挫中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永恒魅力。
整场朗诵会精彩纷呈，台下掌声此起彼伏。

这次诗歌朗诵会，让人感受到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博大精
深，推动了全区朗诵艺术的发展与提高，同时也把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精髓根植于学生心中，增强了市民和学生自觉传承家乡
文明、建设幸福和谐新梁园的责任感。

迎接建国70周年

梁园区举办诗歌朗诵会

本报讯（李齐远）为全面贯彻省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暨中央环
保督查“回头看”反馈意见整改推进会会议精神，切实加强省监
测站点周边环境治理工作，日前，王楼乡组织召开乡村组三级干
部会议，传达会议精神，安排省控点周边治理工作，要求各村严
密部署，全面排查小散乱污企业和省控点周边污染源，落实责
任，严防严控。

第二天上午，乡党委书记施玉传和乡长李同宾带领大气办
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到王楼乡一中省控点实地查看，对省控点周
边环境进行研判分析，对监测点周边的砂石料厂进行认真检
查，严格湿法作业。对监测点周边大气环境情况、降尘抑尘措
施、环境整治中存在的道路扬尘、大车管控、裸露黄土等问题
进行督导，同时明确责任和整改时限，确保全乡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取得实效。

王楼乡

严查严控重点区域污染源

黄河故道泡桐花开美如画黄河故道泡桐花开美如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