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商丘日报报业集团

邮发代号：35—63
第 9896号 今日八版

主管、主办：中共商丘市委

国内统一刊号：CN41—0012
网址：www.sqrb.com. cn

SHANGQIU DAILY

星期五 农历己亥年四月二十

2019年5月 日24
公信亲和 大爱厚德 党报热线：2616025 新闻热线：2614648 评报热线：2613749 广告热线：2624468 发行热线：2615105

【编辑 王义才】

创 建 国 家 卫 生 城 市 营 造 和 谐 优 美 环 境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如今，漫步在示范区贾寨镇，绿树鲜
花迎面，乡间小路整洁平整，村民家里外
面都干干净净，大街小巷基本看不到垃
圾、污水。新建的银杏大道从 310国道直
通贾寨镇，结束了以往去贾寨要绕道其他
县区的不便，还缩短了路程，受到了广大
干群的称赞。今年春节，不少在外地工作
的贾寨人回到家乡，感叹不已，感觉贾寨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贾寨镇乡村振兴
成绩的取得和高质量基层党建密不可分。

高标准规划建设
顺应农民新期盼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
后，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充分发挥党员和
党组织的积极性和战斗力，按照‘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的总体要求，以统筹发展为要
求，以顺应农民群众幸福生活新期盼为动
力，把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作为推进乡村振
兴的有力抓手。”贾寨镇党委书记张海燕
谈起乡村振兴头头是道。

贾寨镇将规划设计作为人居环境综合
整治的龙头，聘请商丘市城乡规划测绘院
对全镇人居环境进行规划设计，将贾寨镇
主动融入到商丘市、示范区整体规划范
围，着力打造生态宜居农业示范功能区、
以郊野公园为特色的生态旅游功能区、区
域花卉果蔬特色功能区。高标准规划——
按照各功能区要求，打造特色产业突出、交
通出行方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完善、生
态环境良好的宜居城镇。高水平建设——
按照“商丘市城市后花园”的总体目标和规
划要求，狠抓示范点带动，建设公园、便民
服务中心、道路沟渠绿色廊道、标准村室、
文化广场等一系列精品项目。

全域推进 试点突破
做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

“群众和组织信任咱，咱作为基层党
组织，就应该落实马上就办、一抓到底的
精神，认真地把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工作干
好。”作为第一批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试点
村——贾寨镇孟庄村党支部书记孟春海的
话掷地有声。如今，该村已经成为示范区
乡村振兴明星村，不少兄弟村镇纷纷前来
学习。

“现在村里这么干净、这么整洁，我
活90多岁了，还是第一次见，这都是村里
镇里的干部操的心。”刘场村 93岁的赫聚
兴老人一边在村广场锻炼身体，一边高兴
地说。

该镇按照“全域推进、试点突破、示

范带动、分批实施”的原则，以靓为标
准，试点先行，全域推进。按照“村内及
周边无垃圾堆放、无污水横流、无杂物挡
道；日常生产生活物品堆放规范有序，主
次干道两侧环境干净”的“三无一规范一
干净”要求，在路边及空闲地栽植绿化树
或杂果树进行绿化；对残垣破壁进行修缮
和重建，统一墙高 2.2米，用灰色曲瓦对
墙头进行镇瓦并统一刷白；设置宣传教育
壁画标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体牌；
建设镇、村名牌标志性建筑，村内道路统
一硬化，每个村至少有一座公厕，对村内
坑塘进行整治；要求户用单厕标准每座使
用面积不低于 2平方米，户用双厕标准使
用面积不低于 4平方米，高度 2.5米以上，
地面硬化平整，内外水泥粉墙并用外墙漆
刷白，咖啡色裙底；公共厕所使用面积不
低于 30平方米，高度 3.3米以上，全部水
冲式设计，科学设置两个标准化洗手台和
梳妆镜；要求高标准新修道路，铺设路牙
石和路肩，沿线栽植桐树，十字路口修建
微地形、栽植草皮和绿化树，部分路段栽
植成片石榴、桃树；各自然村村头建设景
观村牌，科学设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
体牌，与大坝、坑塘等自然景观交相呼
应，形成绿色生态廊道。

建立环境卫生管护机制
实行网格化长效管理

范献忠是镇里的服务社会发展机动队
队员，每天都在镇上值班，遇到出店经
营、乱停乱放、乱丢垃圾等行为都会及时
纠正和处理。

该镇对镇上环境实行网格化长效管
理，公开招聘29名人员组建贾寨镇服务社
会发展机动队，对环境卫生、经营秩序、

“双违”行为、焚烧秸秆垃圾、公共设
施、私拉乱扯、小广告等进行督导督查。
镇上还成立了高规格的人居环境综合治理
工作领导组，将任务细化分解到每个班子
成员和镇村干部，明确时间表、路线图，
实行挂图作战，并每月组织观摩评比，评
比结果纳入干部年终考核，督促干部以

“只争朝夕”的工作状态确保人居环境整
治高质量。建立有效的考核评估激励工作
机制，积极开展“逐村观摩、整乡推进”
党建观摩活动及“五面红旗”创建活动，
激发“两委”干部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

按照“村收集、镇转运、区处理”的
原则，为全镇配备铝合金勾臂车16辆、勾
臂箱 185个、垃圾运输车 16个，314名环
卫工人合编为 6 个中队，坚持每天清扫、
运输、洒水，做到“人人头上有任务，个
个身上有责任”； （下转2版）

贾寨镇：

抓基层党建
促乡村振兴

文/图 本报记者 马晓伟

孟庄村党支部召开全体党员会议，研究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言必信，行必果”，这是我们党的优良
传统和作风。我市深入开展演讲承诺活动，
就是要通过公开承诺，说到做到、不打折
扣，传递作风建设正能量，赢得人民群众的
信任拥护。

干工作就要真刀真枪。近些年我市持续
开展作风建设，很多部门都在媒体进行公开
承诺。实践证明，公开承诺是个好办法。承
诺一经公开就成了目标书、责任状，可以强
化职能部门的自我约束，激发创先争优的内
在动力。广大党员干部在演讲承诺的过程
中，也会感到这不只是上面的要求，而且是
自己发挥作用、提高进步的需要，公开承
诺、尽职践诺是给干部提供平台、创造机会。

演讲承诺就是要扛牢工作使命，在自己
的岗位上尽心尽责。我们身边那些爱岗敬业
的党员干部，倾情关心群众、真心服务群
众，有的还被评为“商丘好人”，他们是一道
绚丽的风景。但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依
然存在，少数部门、少数干部在执行政策、
决策和践诺时仍然存在一些不良现象：有的
搞选择性难执行，有的搞变通性伪执行，有

的搞拖沓式慢执行，有的搞漂浮性假执行，
有的搞观望性弱执行，如此种种，都是不尽
责、不践诺的表现，降低了行政效能和办事
效率，损害了党委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演
讲承诺，就是通过更多人的公开承诺，提醒
这些人不要忘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时刻牢
记自己的工作职责，努力向党和人民交上一
份满意的答卷。

演讲承诺内容不能“空对空”，必须“实
打实”。要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坚
持共性要求和个性要求相结合，根据部门职
能和自身实际，从严守政治纪律、提升能力
素质、实现工作目标、提供优质服务等方
面，提出合理可行的工作承诺事项。要坚持
问题导向，针对“门难进、脸难看、事难
办”的问题，针对文山会海、检查评比泛滥
的问题，针对吃拿卡要、侵害群众利益等问
题，作出自己的承诺。

演讲承诺过程不能“走过场”，必须“亮
亮相”。各级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要以身作
则、率先垂范，带头演讲承诺。各单位要对
承诺事项严格审核把关，并通过报纸、网

站、宣传栏、全体会议等形式进行公示通
报，要让公开承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
留下视频、音频等各种记录，无论天涯海角
的人都能看见，促使党员干部对自己的话负
责，带头实践，兑现自己的承诺。

演讲承诺落实不能搞“花架子”，必须
“动真格”。“一口唾沫一个钉”，向群众作出
的整改承诺就是军令状，承诺一条就要做到
一条，决不能虎头蛇尾，决不能搞虚晃一
枪。要对照承诺内容，列出落实时间表、画
出路线图，并落实责任人，不折不扣地将承
诺兑现。演讲承诺的初衷就是为了让群众能
够有效有力地监督，我们要建立群众参与的
承诺实践监督机制，对承诺践诺事项全过程
监督、全方位监督，对完成效果不理想的督
促及时整改，确保诺必践、践必果。

“心中醒，口中说，纸上作，不从身上习
过，皆 无 用 也 。” 开 展 好 演 讲 承 诺 活 动 ，
使每一份责任得到落实，让每一个承诺形
成闭环，我们就能在这样的环环相扣中不
断提升执行力，推动商丘各项事业的高质
量发展。

公开承诺 尽责践诺
——四谈扎实开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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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是第6

个中国文艺志愿者服
务日，由梁园区委宣
传部、梁园区文联主
办的“文艺到人民中
去”——庆祝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文艺志愿
服务活动大型演出在
梁 园 区 廉 政 广 场 举
行。演出以舞蹈、音
乐、曲艺、歌曲等大
家喜闻乐见的形式，
给 群 众 送 去 了 艺 术
盛宴。这是军哥吉他
音乐沙龙的音乐爱好
者在演唱歌曲 《我和
我的祖国》。
本报记者 吴 涛摄

本报讯（记者 祁博） 5月23日，我市组织
收听收看全省2019年防汛抗旱暨河长制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会后，我市立即召开会议，安排
部署今年全市防汛抗旱暨河长制工作，号召全
市正式进入防汛抗旱工作状态。市长张建慧出
席会议并讲话。副市长曹月坤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全省 2019年防汛抗
旱暨河长制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和安排部
署，充分发扬去年我市抗击“温比亚”台风的
优良作风和经验做法，提前准备、未雨绸缪，
做到会议就是号令、汛情就是命令，以对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切实做好
今年防汛抗旱工作，实现“一个确保、三个不

发生”的工作目标，保持经济社会发展安全平
稳，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会议要求，一是确保“稳”。要稳体制，由
市、县两级水利部门承担日常防汛抗旱工作的
体制不变；要稳机制，由各成员单位组成的防
汛抗旱指挥部的运转机制不变；要稳制度，坚
持并进一步完善会商、应急处置、值班值守、
物资调配等制度；要稳队伍，在机构改革过程
中保持防汛抗旱队伍基本不变；要稳保障，
市、县两级要确保防汛抗旱资金及时足额到
位。二是突出“早”。要做到早审查、早梳理防
汛预案、早准备防汛物资、早进行防汛演练、
早排除汛情险情，严格履行河（湖）长制，做

好闸坝检修、堤岸加固、阻水点打通等工作，
确保水库安全运行、河道排水畅通。三是重在

“防”。要以完善的防汛抗旱体系强化防，以准
确的预警预报做好防，以及时地到岗到位确保防
到位。四是关键在“抢”。一旦发生险情，要确保
指挥系统高效运转，确保领导带班值守、队伍集
结到位、设备及时到场，做到调得动、拉得出、冲
得上、战得赢。各级领导要冲在一线、靠前指挥，
切实履行职责，确保把损失降到最小程度。五是
务必“实”。领导责任要落实，物资储备要实用，
各项工作要见实效，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
义，以实的作风有效应对各类险情，为商丘高质
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我市部署今年防汛抗旱和河长制工作

本报讯（记者 祁博） 5月22日下午，市长
张建慧到长江路跨京九铁路桥施工现场，督导
工程建设情况，强调要高质量推进工程建设，
进一步提升中心城区的辐射带动和资源集聚能
力。市政协副主席、市工信局局长刘明亮参加。

站在铁路桥弧顶向东西两个方向看去，可
以看到桥面柏油罩面已经完成，道路标线也已
经画好，两侧非机动车道正在进行工程收尾。

从铁路桥向东，是正在进行路面升级的长江
路，沿路东行开车不足10分钟，就可以来到示
范区与虞城县城的交界处。

在调研中，张建慧指出，长江路跨京九铁
路桥的修通，将进一步密切虞城县城与中心城
区的联系，提升并强化中心城区的辐射带动、
资源整合和综合承载能力，进一步完善城市功
能、优化城市环境，促进中心城区和虞城县城

互联互通。同时，将有效缓解中心城区交通压
力，方便群众出行。

张建慧要求，要加快长江路跨京九铁路桥
的建设，高质量做好项目收尾工程，做好桥面
与前后道路的顺接。要做好桥上与衔接路段的
绿化提升，合理布置花箱，进一步加大绿量。
要提前做好通车准备，科学制订交通组织方
案，确保道路通畅有序。

张建慧督导

长江路跨京九铁路桥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