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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正阳） 5 月 20 日傍
晚，市长张建慧来到中州路（南京路至北
海路段）中修罩面提升工程现场，实地查
看工程进度，慰问一线施工人员。副市长
张家明参加调研。

自 5月 18日起，中州路（南京路至北
海路段）中修罩面提升工程正式开工。该
工程实行半幅施工、错峰施工、昼夜不停
施工，以加快工程进度、有效减少对市民
的干扰和对出行的影响。

“施工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各项
保障有没有做到位？”张建慧与现场负责人
亲切交流，详细询问施工组织情况。看到
施工中运用了就地冷再生技术，让旧料再
利用，既环保节能又能加快施工进度，张

建慧表示赞赏。
张建慧说，近年来，市政工程总公司

在道路施工工艺、组织管理、工程质量等
方面都有了较大提升。下一步，要持续坚
持好的经验做法，保持良好的工作作风，
加强细节管理，严格施工标准，注重工程
质量，建设精品工程。要优化施工组织，
做好保通方案，实行分幅作业，加强扬尘
管理，加快工程建设，减轻道路拥堵，尽
最大努力将道路施工对群众的出行影响降
到最低。要及时总结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
经验，提升施工装备水平，加强施工组织
管理，固化制度，形成规范，探索建立施
工组织管理长效机制。同时，要关心好工
人生活，保障好职工权益，安全文明施工。

张建慧调研推进
市政道路工程建设工作

“头一茬，光采摘，俺就挣了
3000多元。”5月20日，在虞城县城
郊乡的花庄村，城郊乡精准扶贫果
蔬采摘合作社经理宋全建高兴地说。

花庄村又名崔花庄，为城郊乡
一行政村，总人口 2100人，包括杨
庄、花庄、小新庄 3个自然村。近
年来，该村以绿为本，以果树产业
带动，大力发展林果业，全村种植
苹果树600余亩、桃树200余亩，发
展海棠等花卉近 200亩，成了虞城
著名的“东花园”。

该村配合环境卫生整治工作，
全村300余户家庭中有150余户挂牌

“最美庭院”，近半农户家中栽有葡
萄、核桃、梨树、枣树等花木，条
件较好的还栽植了盆景。村民的房
前屋后，冬青、海棠、月季等花次
第开放。整村从村路到胡同，变成
了花的世界、树的海洋。

在村西的精准扶贫基地，145
个大棚整齐排列，大棚里 100多亩
西瓜正在长大，25个大棚里的草莓

已进入采摘期，鲜红欲滴的草莓吸
引周边和县城的观光者前来采摘。

花庄村主要产业有果蔬采摘
园，包括优质杂果采摘园（一年四
季都有仙桃采摘）、草莓采摘园。村
内全部贫困户加入荣轩精准扶贫合
作社，结合村内致富能手种植西瓜
约 140个大棚，每年经营盈利按比
例给贫困户分红。

在脱贫户余爱芝的家里，一架
崭新的不锈钢顶棚在院内非常醒
目。“俺去年的葡萄树结的葡萄太多
了，老伴搭的那个竹棚撑不了了，今
年换成了钢材的。”余爱芝高兴地说。

走在花庄村“文明卫生胡同”，
记者看到的是路旁村民家门口整齐
的冬青；“和谐孝善胡同”里，碧绿
的蜀葵两旁并列，像迎接远道而来
的客人。花庄村充分打造“一花一
胡同”美丽乡村新模式，让每个胡
同有不同的名称，每个胡同用不同
花卉填充绿色，使整个村庄变成庭
院有花处处留绿的绿色农庄。

在脱贫户付合义的家里，核桃
树、桃树、杏树和枣树郁郁葱葱，
整个小院一片绿荫。“老伴喜欢花
木，现在俺村里村外都变美了，俺
更不能拖村里的后腿。”付合义告诉
记者说。

脱贫户杨长安家门口就是清澈

的小东湖，湖岸边杨柳依依，不时
有附近的老人在此休闲垂钓。因家
门口离村头路还有一片空地，他在
空地上种上一片韭菜，门旁种上了
杏树、桃树，四月的天气，阳光明
媚，桃花杏花花期刚过，还能隐约
嗅到一丝丝花香。

花庄村里花开正艳
本报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谢卫勋

同心同德同创卫生城市 群策群力共建和谐商丘

乡村振兴在行动

在花庄，家家都有种花木的习惯。村民的庭院里，房前屋后各色花卉
次第开放，村民们都有一手管理花木的绝活。 本报记者 刘建谠 摄

本报讯（记者 李娅飞） 5月20日，市
长张建慧主持召开市政府第 79 次常务会
议，传达学习省政府第二次廉政工作暨优
化营商环境工作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
落实意见；听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情
况汇报，安排部署下步工作。市领导吴祖
明、张家明、岳爱云、倪玉民、李建仓、
曹月坤、刘明亮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严格落实省
政府第二次廉政工作暨营商环境工作会议
精神，结合工作实际，不等不靠、主动作
为，认真制定贯彻落实意见，从各级领导
机关做起，从领导干部做起，将省委部署
的领导干部带头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
基层减负的五条措施落到实处，不断把政
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
入。要切实履行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坚持
把党风廉政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同部
署、同推进、同考核。要把优化营商环境
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反腐倡廉的重要举
措，制定出台营商环境评价考核、激励奖

惩机制，落实好排名制度、公开制度、奖
惩制度，通过以评促改、以评促优、以评
促转，以“刀刃向内”的勇气，重塑审批
流程，压缩审批时限，推动政府职能转变。

会议指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党中
央作出的一项重要决策部署，党中央和省
委对这项工作高度重视。各级政府、各成
员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思想认识，
切实扛牢责任、抓好落实，形成团结协
作、运行顺畅、步调一致的协调工作机
制，确保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顺利开展。公
安机关和纪委监委部门要严格按照有关要
求，依法依规按照程序侦办涉黑案件，确
保及时跟进，依法惩治黑恶势力。政府组
成部门要坚决扛起行业主管部门职责，建
立健全扫黑除恶长效机制，切实加强日常
监管，坚持露头就打，彻底铲除黑恶势力
滋生土壤，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为我市高质量发展营造
良好的社会环境。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张建慧主持召开
市政府常务会议

研究部署党风廉政建设、营商环境优化、扫黑除恶等工作

作风就是形象，作风就是力量。当前，我
市正在开展的“讲政治、勇担当、马上就办、
一抓到底”作风建设提升年活动，目的就是深
化“马上办抓落实”推进工作机制，开展好以
案促改工作，激励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干部旗帜鲜明讲政治、锲而不舍抓落实、一抓
到底展作为，为中原更加出彩贡献更多商丘力
量。

作风建设，首要的是纪律和规矩。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在所有党的纪律和规矩中，第一
位的是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各级党组织
对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要十分明确地强调、
十分坚定地执行；广大党员干部，必须牢固树
立纪律和规矩意识，必须把守纪律、讲规矩挺
在前面，自觉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市委制定的作风建设提升年工作方案，明
确提出要开展 10 项活动，第一项就是深入开
展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活动。实践证
明，规矩不能立起来、严起来，很多问题就
会慢慢产生出来。一些干部违纪违法，往往
是从不守规矩开始的。广大党员干部无论工

作中还是生活中，切不可“妄为”“任性”，
必须时刻守纪律、时刻守规矩，使严以律己
成为一种责任、一种习惯、一种常态，融入
日常工作和生活中。

在遵守党的纪律和规矩方面，我市总体情
况是好的，但也有一些党员干部对守纪律讲规
矩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认为只要不贪污腐败，
其他问题不那么重要，导致纪律观念淡化、不
按规矩办事。如，有的人口无遮拦、乱评妄
议，有的人自行其是、我行我素，有的人热衷
于参加同学、同乡、同事、战友等各种聚会，
甚至有的人匿名诬告、制造谣言……这些问题
如果任其蔓延，就会侵蚀党的肌体，涣散斗
志，削弱甚至瓦解组织战斗力、执行力，必须
加以纠正。

当前，商丘正延续又好又快跨越发展的态
势，全力推进国家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成就这
一伟大事业，就必须以严格的政治纪律与政治
规矩做保障，就必须有一支纪律严明、作风优
良的干部队伍，拉得动，靠得住，打得响，能
干事也会干成事。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切实增

强纪律意识和责任意识，做守纪律、讲规矩的
表率，通过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在全市
营造始终守纪律、始终讲规矩的大气候。

始终守纪律、始终讲规矩，广大党员干部
要做到“五个必须”：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在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
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维护党的团
结，坚持五湖四海，团结一切忠实于党的同
志；必须遵循组织程序，重大问题该请示的请
示，该汇报的汇报，不允许超越权限办事；必
须服从组织决定，决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不
得违背组织决定；必须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
员，不得默许他们利用特殊身份谋取非法利
益。纪检监察部门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发现苗头及时提醒、触犯纪律及时处理，做到
小病早治、小错快纠。

人不以规矩则废，党不以规矩则乱。我们
要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努力营造
守纪律、讲规矩的浓厚氛围，统一意志、统一
行动、统一步调、令行禁止，将商丘的各项事
业不断推向前进。

始终守纪律 始终讲规矩
——一谈扎实开展“讲政治、勇担当、马上就办、一抓到底”作风建设提升年活动

本报评论员

5月20日，我市2019年科技活动周暨“三下乡”活动启动仪式在梁园区刘口镇当店
王村举行，拉开了今年科技活动周序幕。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琦出席启动仪式。科技
活动周以“科技强国，科普惠民”为主题，将集中展示新成果、新技术、新产品、新服
务，提高全民科学意识、科技能力和科学素养，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营造良
好的创新文化氛围，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本 报 讯 （记 者 祁
博） 5 月 20 日，记者从市
公交公司获悉，即日起，
现役军人持本人有效证件
在我市可免费乘坐市内公

交车。
据介绍，根据上级有

关要求，为进一步贯彻落
实国家军人抚恤优待政
策，从即日起，现役军人

凭本人军官证、士官证和
士兵证可免费乘坐市内公
交车。

现役军人在我市乘坐公交免费啦

【编辑 吴 涛】

5月20日，永城市天洁无害化处理
设备有限公司车间内，工人在忙着生
产三格注塑化粪池。目前，该公司5条
注塑化粪池生产线全部运转，每天生
产1150套，为推进改厕工作提供有力
保障。 本报记者 傅 青 摄

生产改厕设备

助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