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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在行动
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民权县老颜集

乡吕花园村健康游园大舞台，变成了灯的
海洋、光的世界、村民的欢乐园。

吃过晚饭，三三两两的本村村民，不
约而同地向大舞台涌来。就连邻村村民也
你呼我应地招呼着：“走，到吕花园看跳
舞去，可热闹了！”

5月 20日晚，笔者来到了这个曾经工
作过的地方，故地重访，不觉眼前一亮。

2700多平方米的大舞台，五光徘徊，
十色陆离；西侧圆形花坛里，朵朵盛开的
月季花娇艳欲滴；一棵郁郁葱葱的青松，
居中而立，挺拔云天；两台音响竞相播放
着乐曲，时而节奏感强烈，时而宛转悠
扬；两班子舞蹈队，老的少的，舞之蹈
之，有模有样；大舞台四周坐满了说说笑
笑的村民，一个个神态悠闲。“跳过舞，
两班子人还比着唱戏呢！”村党支部书记
王守治提高嗓门说。

吕花园，这个听起来像花园样的名
字，是老颜集乡一个偏僻的行政村，离乡
政府所在地 4公里有余。前几年，一提起
这个村，方圆几里的村民都说：“这个
2000 多人的村，人穷，姓杂，路坑坑洼
洼，一到下雨天，泥水淌，还偏远嘞很！”

脱贫攻坚战打响后，县人大扶贫工作
队来了，和乡政府一起对吕花园村倾情打

造，新修道路 4.5 公里，修复残垣断壁
1000多米，安装路灯 100盏，栽植绿化树
木3000多棵，建设了党建主题广场、文体
活动中心，修建水渠 400米，加宽清理河
道3000余米，电网改造投资400多万元。

目前，乡政府又投资70万元在该村兴
建了一处健康游园，占地30亩，园林式建
筑，绿化面积 90%，栽植了桃树、梨树、
杏树、苹果树、海棠、冬青等果木与绿化
树2000余棵。同时，开挖小河一条、池塘
一个，修建小桥两座，广场一处，花坛一
座。村民可以在广场上打羽毛球、乒乓
球、跳广场舞、看电影等。小桥流水淙
淙，游鱼往来西东，花木四季青翠，青砖
铺地小径，成为村民们健身、娱乐、休闲
的好去处。

“蹦一蹦，跳一跳，阎王爷不敢要！
苦日子过去了，现在政策恁好，吃嘞穿嘞
住嘞都不愁，还不跳着唱着过，还想
啥？”该村 80多岁的赵春荣老人，一边双
手高举舞动着，一边和笔者逗趣。

一曲舞蹈过后，70多岁的贫困户王世
成巴掌拍得最响，和他聊起现在的生活，
他抖起劲来了。“以前，一说打工都是年
轻人的事，现在俺在村扶贫车间一个月挣
2000多元不成问题。再加上村里这岗位那
分红的，也不少给，就是有个病，报销报

销，也花不了几个钱。政府啥都想着咱，
咋能不幸福！”

“出去打工一年多，回到俺村，俺都
不敢认了，跟个小县城一样。”外出打工
刚回来的张旺，是笔者的一个老相识，谈
起现在村里的变化，他的话语中充满着自
豪感。

是的，如今的吕花园村，道路洁净宽
敞，太阳能日光灯林立两旁；墙壁粉刷一
新，户户花果飘香；绿化树木青翠入眼，
河道两侧硬化，河水清澈流淌；文化广
场、党群服务中心、党建主体广场风格各

异，别有一番风景，给人一种“人在村中
走宛如画里游”的感觉。

乡党委书记宋继涛介绍，近年来，该
乡立足“围绕发展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
展”的总体思路，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
脱贫攻坚高质量和经济发展高质量，着力
提升村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夜色愈来愈浓，大舞台上余兴未尽。
归来路上，眼前似乎依旧闪动着一个个欢
快的舞姿，一张张舒心的笑脸。我想，吕
花园村民在党恩的沐浴下，他们的幸福生
活定会越来越美好。

民权县老颜集乡吕花园村：

百姓大舞台“舞”出幸福来
文/图 朱光伟

富裕不忘初心，富裕不忘感恩。作为
商丘市计算机行业商会会长和市政协委
员，马启峰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热心
公益事业，积极为社会奉献爱心。

不甘平凡 拼搏创业

现年37岁的马启峰是河南启明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商丘市计算机行业商
会会长及市五届政协委员。

2005年，自河南大学毕业后，马启峰
应聘到商丘一家企业工作。然而，马启峰
不甘平凡，他坚信自己人生的道路会走出
铿锵步伐。

2008年，马启峰毅然辞去收入稳定的
工作，只身一人前往北京，应聘到北京一
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这家公司是国际上
最具研发实力的网络安全上市企业。

进入这家公司后，他脚踏实地从最基
层的销售做起，一点一滴积累经验和人
脉，最终成为这家上市企业河南分公司的
销售总监。

马启峰不甘于平凡，基于他拥有一颗

拼搏创业的心。2013年，他回到商丘，创
立了河南启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就这
样，商丘市计算机行业的一颗璀璨之星诞
生了。

2014年，马启峰被推选为商丘市计算
机行业商会副会长；2017年，当选为商丘
市五届政协委员。

不忘初心，不忘感恩。马启峰通过创
业获得了财富，身为商丘市计算机行业商
会副会长和市政协委员，他还积极投身公
益事业，为社会奉献爱心。

近两年来，在马启峰的带领下，商丘
市计算机商会成员先后到睢阳区的坞墙镇
和李口镇参与“回报社会、情暖夕阳——
商丘市工商联会员结对帮扶敬老院”送温
暖活动，为敬老院的老人们送去了精心准
备的衣服、食用油、米面、牛羊肉、猪
肉、水果、糕点等，让老人感受社会的关
爱和温情。

回报社会 创造效益

因能力突出，今年 3月，马启峰当选

为商丘市计算机行业商会会长。
担任新的职务，让马启峰意识到新的

责任。担任会长以来，他注重引导会员企
业弘扬互助精神，提升“致富思源、富而
思进”的“双思”意识，号召会员企业积
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

做事先做人。熟悉马启峰的人都知
道，他一直热心公益事业，积极回报社
会。

自2015年来，马启峰个人连续4年资
助两名孤儿的生活费用，每人每年 5000
元；2019年1月，他个人出资5000元帮扶
良浩高中贫困生。

马启峰坚信，人恒自助，然后天助
之。凭借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经过连续
几年的不懈努力，马启峰的公司年销售额
近2000万元，上缴税额近百万元，为我市
经济发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公司发展壮
大的同时吸纳就业人员20余人，不仅企业
盈利，也为社会作出了贡献。

马启峰凭着一颗回报社会、奉献社
会、创造未来的心，推动公司一步一个脚
印前进，公司在稳步发展中不断修整战略

规划。他本着“以人为本、以诚立信”的
企业理念，不断挑战，大胆进行科技创
新，企业一步步稳固健壮。

近几年来，马启峰一直坚持开展对企
业发展方向、经营状况的调研，到计算机
企业深入了解经营情况和存在问题，并针
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与此同时，他通过
开拓市场，推动技术创新，加强企业管
理，创造了良好的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
为社会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送人玫瑰，手有余香。马启峰认为，
个人和企业的成功离不开社会的支持，如
果所有人都能够拥有一颗回报社会的心，
我们的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美好。同时作为
一名市政协委员，在积极参政议政的同
时，他会尽最大的努力回报社会，创造更
多的效益，服务社会发展。

马启峰：富裕不忘感恩 积极回报社会
本报记者 翟华伟

夏季的夜晚，人们在健康游园广场纳凉休息。

本报讯（记者 刘玉宁） 5
月 21 日，副市长倪玉民带领
市环保局、水利局和城管局
内河办等单位负责人，到虞
城县调研水污染治理工作。

倪玉民一行先后到虞城
县第三污水处理厂、十字
河、洛沟、杜集污水处理厂
和中心干渠王桥闸等地进行
实地查看，认真听取负责人
的汇报，详细了解了项目施
工情况、污水治理以及目前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倪玉民指出，要加快第
三污水处理厂的建设，进一
步完善污水管网系统，提高
污水收集处理能力，持续提
升水环境质量。要多上人
员、多上设备，倒排工期、

挂图作战，确保第三污水处
理厂尽快投入使用。各部门
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紧
盯薄弱环节，加快对河流断
面水质的改善治理。要坚持
综合治水，注重综合施策，
加强各单位间的协调配合，
推动重点区域水环境得到明
显改善。要加强领导，组织
力量，采取措施，全面排查
清理，封堵沿河排污口，切
断污染源，彻底清除河道、
沟渠内的各类垃圾杂物。要
建立水污染治理长效机制，
落实主体责任，加强监督管
理力度，及时发现问题源头
并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确
保水污染治理工作不断取得
新成效。

市领导到虞城

调研水污染治理工作

本报讯 （记者 张博） 5
月 21 日下午，副市长曹月坤
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对我市
粮食安全工作进行调研。

曹月坤一行先后到市粮食
和物资储备局查看了市粮油食
品质量检测实验室建设情况；
到商丘国家粮食储备库检查了
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的落实、机
械设备操作、用电防火管理、
库存粮食质量等情况；在梁园
区李庄库点，详细查看了政策
性粮食库存大清查活动进展情
况，现场查阅了台账资料，并
叮嘱负责人要高度重视粮食大
清查工作，规范清单，把数据
核对精准，打造粮库高标准环

境卫生。随后，曹月坤一行到
中储粮商丘直属库查看了智能
化建设及夏粮收购库容准备等
情况。

曹月坤指出，全市相关部
门要切实扛起保障粮食安全的
重大政治责任，要提高对全市
政策性粮食库存大清查工作的
认识，严格按照要求，强化责
任担当，高质量完成大清查工
作；政策性粮食承储企业要提
高政治站位，确保粮食数量真
实、质量良好、储存安全、运
作合规。同时要提前做好夏粮
收购各项准备工作，严格质量
标准，落实惠农政策，保障农
民利益，确保粮食安全。

市领导调研

粮食安全工作

——全媒体大型主题采访行进中

民权，一个带有时代鲜明印记的名
字。新中国成立70年来，这片土地上发
生太多沧桑巨变，留下太多时代传奇。

5 月 21 日，天空湛蓝，和风细吹。
商丘报业全媒体增强“四力”大型主题
报道采访二分团12名成员分别赶赴乡村
振兴、高质量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一线
开展调研采访，报道民权经济社会发展
的宝贵经验和辉煌成就。

民权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周密
安排。在民权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屠志
远陪同下，商丘日报副总编辑宋圣英带
领乡村振兴报道组首先来到民权县脱贫

攻坚指挥部采访。民权县始终把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创新举措，精准发力，将全县分为五大
战区，分别由县主要领导担任指挥长，
推行定片、定人、定责的激励奖惩办
法，取得显著成效，在省脱贫攻坚第三
方评估中在全省名列前茅。

在程庄镇新赵庄村，78岁的脱贫户
赵传珠正在蒜地里劳作。老汉依然身体
硬朗，幸福洋溢在脸上。在脱贫户楚秀
婵的塑料瓜棚里，记者冒着高温在大棚
内采访，详细了解大棚草莓和大棚羊角
蜜的生长和销售情况，以及病虫害防治

情况。在程庄镇林下食用菌基地，乡村
振兴报道组仔细了解了菌农的收入和食
用菌的销售情况。

当天下午，乡村振兴报道组来到了
绿洲街道办事处吴庄村。别致的建筑、
整洁的环境映入眼帘，花香飘荡沁人心
脾。养老中心已入住30多人，中午来吃
饭的老人60多人。本村年满65岁以上的
老年人每天中午只需 2元钱就可以在这
里就餐，村委会补贴 2元，每顿饭 4菜 1
汤。张传起老人说：“我们的生活好像坐
上了八抬大轿，做梦都没有想到能过上
这样的好日子！”在绿洲街道办事处亓堂
村，一排排气派的徽式小楼在阳光下熠
熠生辉。76岁的脱贫户朱献堂老人看着
自己的花园别墅，笑得合不拢嘴。

在商丘日报副总编辑张浩哲带领
下，高质量发展报道组一行 4人，在民
权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听取了相关负
责人的介绍后，前往广州万宝集团民权
电器有限公司和阿诗丹顿电气有限公司
深入采访。两家企业负责人均表示，在
发展过程中，民权高新区提供了贴心服
务，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万宝公司
采取订单式生产，注重技术创新，采用

“出口＋内销”的销售模式，2018年销
售额达 3.6亿元。阿诗丹顿公司拥有 400
多项专利技术，产品销往全球，因民权
营商环境优越，该公司计划今年 8月份

整体搬到民权。下午，高质量发展报道
组走访了河南宏星华铝业有限公司、河
南中宏建筑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和河南全
标新材料有限公司，其中，河南宏星华
铝业有限公司生产的高精技术产品铝模
板产值大，绿色环保，订单不断，产品
远销海外。与此同时，三家企业生产的
产品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市场前景
广阔。最后，采访团成员走访了国家冷
冻冷藏设备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河南）。
该中心于2017年挂牌成立，立足服务民
权县高新区的制冷企业，深得信任。

生态文明建设报道组上午采访了安
澜湖公园、西湖公园、民生河公园、省
级文明社区、数字城市管理中心、百竹
园、报春园等地方。下午又来到民权黄
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实地采访。该公园
自2013年试点创建工作开展以来，始终
坚持“全面保护、科学恢复、合理利
用、持续发展”的原则，强化领导，加
大投入，以保护黄河故道湿地生物多样
性及水生态安全为核心，稳步推进国家
湿地公园的试点建设工作，湿地与生物
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湿地水环境得到
明显改善。报道组还实地查看了该县绿
色出行情况。近年来民权县大力发展绿
色公交，已实现城区及近郊乡镇公交线
路新能源汽车全覆盖，2018年获得全省
绿色交通试点县称号。

聚焦民权巨变 反映时代强音
文/商丘报业全媒体记者 宋圣英 闫鹏亮 蒋友胜 翟华伟 图/商丘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 忠

采访团成员在绿洲街道办事处吴庄村夕阳红养老服务中心采访入住老人。

“两城”联创在行动·曝光台

地 点：火车南站北门内
责任单位：商丘火车站

地 点：市中心医院南门
责任单位：梁园区城管局

车辆乱停乱放

满地垃圾堆积

村内污水横流

地 点：平原路与商宁路交叉口西店子庄
责任单位：睢阳区城管局

（本栏图片由市创卫办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