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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睢县·民权

本报讯（记者 黄业波） 5月21日至23
日，《商丘日报》《京九晚报》以3期共6个
整版篇幅，相继推出了《一双鞋到底能够
走多远？》《一湖水承载的生态梦想》《乡村
的夜晚咋变得这么亮》等关于睢县产业发
展、生态环境建设、乡村振兴等方面的系
列深度报道。连日来，系列报道通过商丘
报业全媒体报道以及睢县网、睢县零距
离、水城睢县、睢县融媒体中心等微信公
众号、微博、头条号推送转发，在睢县干
部群众、微信朋友圈中引起强烈反响。从
县乡村干部到普通百姓、从企业老总到一
线工人、从县城到田间地头，纷纷为文风
活泼、入心入脑、催人奋进、“沾泥土、带
露珠、冒热气”的系列深度报道“点赞”。

5 月 14 日至 17 日，商丘报业全媒体
“壮丽 70 年，奋斗新时代”增强“四力”
大型主题系列深度采访一分团 12名记者，
在总编辑郭文剑的带领下，兵分三路，早
出晚归，顶日头、串村庄，访企业、住农
家，总行程数百公里，走遍了睢县城乡，
实地感受了睢县的发展历程。

系列深度报道重磅推出后，睢县县委
书记吴海燕在研读报道后作出批示：非常
感谢商丘日报报业集团对睢县的关心和支
持，系列报道讲政治、接地气，朴实无
华，深刻丰富，不真正深入基层深入群众
不可能挖掘出如此鲜活的素材，这对我们
回望走过的路、走好眼下的路、展望未来

的路，都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为切实有效抓好学习，5月 23日，睢

县县委宣传部专门下发通知，决定开展学
习商丘报业全媒体增强“四力”大型主题
采访睢县系列报道活动，要求全县领导干
部、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各社会团体成

员、学校教职员工、共青团员等认真学
习。全县广大干部群众要以这次学习活动

开展为契机，时不我待，抢抓机遇，以抓
铁留痕、踏石留印的精神，谋势而动、顺
势而为、乘势而上，为睢县高质量发展做
出更大贡献。

睢县白庙乡土楼村是总编辑郭文剑带
队吃住在村的采访点。该乡乡长刘华一大
早就从手机上仔细阅读了由郭文剑执笔的
系列深度报道之三《乡村的夜晚咋变得这
么亮》。她说：“这篇文章不但鲜活、接地
气、娓娓道来，而且有高度、有思想、有
深度，既真实，又让人受到启迪。”

多年服务河南嘉鸿鞋业的县住建局领
导韩俊杰深有感触：“嘉鸿鞋业在睢县安家
落户、发展壮大，是中原鞋都快速高质量发
展的生动写照。报道鼓舞人心，更加坚定了
高管们进一步做大做强嘉鸿鞋业的信心。”

系列报道尤其在睢县新闻媒体工作者
中引起强烈反响。该县融媒体中心专门组
织大家对 6 篇深度报道逐篇研读、谈体
会、谈心得，并举办培训班邀请商丘报业
参与采访的记者传授经验。

一直陪同采访团采访的睢县县委常
委、宣传部长朱韶感触至深地说：“系列深
度报道各有特色，接地气，极大地鼓舞了
全县干群奋斗新时代的士气。”

商丘报业全媒体增强“四力”大型主题调研采访

睢县系列报道引起强烈反响

——全媒体大型主题采访系列报道之反响

5月22日，睢县县委宣传部组织县融媒体中心全体编采播人员认真学习商丘报业全媒
体“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增强“四力”大型主题系列深度报道。本报记者 黄业波 摄

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李川 薛军）“老赵，装
上新空调，这个夏天凉快多了吧。”“这个牌子空调好，凉
快，还省电。”5月 23日，在民权县程庄镇新赵庄村，几个
村民围在低保贫困户赵家朋的家门口有说有笑。

“党的政策好啊，今年光享受的政策分红就有 3000多块
钱，政府还给免一部分电费，用个空调算啥。”赵家朋一脸喜悦。

新赵庄村距离县城约10公里，紧邻美丽的申甘林带，5
年前，这里还是低矮的砖土房、泥泞狭窄的村道和天一黑就
看不到人的贫困村。如今，这些都已被一排排徽派小楼、平
坦宽敞的水泥路、气派热闹的文化广场所替代。

今年，在该村党支部的提议和县供电公司驻村工作队的
帮助下，配合美丽乡村建设，对该村的电网进行了整体改造。
如今，低矮破旧的木桩杆不见了，横穿道路的电线“蜘蛛网”消
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整齐美观的线路、崭新亮丽的智能电表。

“别看俺村支书是个女同志，但啥事为俺考虑得很周
到，有她在，俺放心！”在78岁村民王好友眼中，村里的大
小事务，只要有支书在，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

村民口中的村支部书记叫高青莲，自任村党支部书记以
来，带领村“两委”干部一心一意谋发展。修路需拆迁房
屋，有的村民不同意，她就逐户走访，挨个做工作。村里没
有特色产业，她就带领群众依托黄河故道林带资源，种植绿
化苗木和发展林下经济。目前，该村已发展林下经济食用菌
种植1200余亩，绿化苗木600余亩。

“一只‘领头雁’，改变一个村，把能干事的人选进村班子，
把干成事的人培养成村党支部书记，这是群众所期盼的，也是
我们乡镇党委的责任。”该镇党委书记李传忠说。

“俺在合作社承包了 3亩土地种植香葱，这一茬正赶上
了好行情，一亩地赚个8000块钱不成问题。”正在给香葱浇
水的白云寺镇李岗村贫困户李广友说起话来，底气十足。

近年来，该村党支部积极与民富种植专业合作社合作，
以香葱种植基地为依托，为群众寻找致富方法，并多次聘请
技术专家上门培训，组织群众外出参观学习。现在，村里有
3名党员成了种植技术骨干。

该镇组织委员赵占东介绍：“带领群众致富，党员要首先成
为掌握技术的先锋，才能成为老百姓脱贫致富的‘主心骨’。”

据了解，为形成引领效应，发挥村党支部书记作用，该
县连续三年在农村党支部书记中开展以“带头发挥作用、带
领群众致富、带动社会和谐，争当脱贫攻坚先锋”为内容的

“三带一争”活动，培养有致富项目的村党支部书记85名。
“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是关键，我们就是要打造一

批敢于冲锋在前的基层党支部书记队伍，推动农村各项工作
全面提升。”该县县委组织部负责同志说。

民权县程庄镇新赵庄村

“头雁领航”动力足

“他这几年在俺村可没少办好事，
解决邻里纠纷、找致富门路、打扫卫
生、建文化广场……去年 9月他家失
火都没及时回家，只晚间回去一趟，
把妻子孩子安排到宾馆，第二天一早
又回到俺村，这样的干部，真好！”5
月 21日，在睢县孙聚寨乡叭蜡庙村一
个养猪场内，蒋创举边喂猪边与记者
交谈，对该村第一书记王冰赞口不绝。

王冰现就职于睢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2016 年作为帮扶队员被派到该
村，与蒋创举结为帮扶对子。蒋创举
是村里有名的老把式，诚信能干，无
奈妻儿多病，入不敷出，被评定为贫
困户。2016年夏，王冰为蒋创举帮扶
两头母猪，到2017年年底猪存栏20多
头。为扩大规模，蒋创举开始收拾村
里废弃的砖头自己修建猪圈，王冰知
道后，帮其两次申请免息贷款 10 万
元。目前，蒋创举的猪场出栏生猪 70

余头，现母猪存栏15头。
“俺三个孩子能顺利进入大学读

书，多亏了王书记的帮助。”该村村民
常秀娟感激地说，2016年，她的大女
儿考上郑州航院，无奈家庭贫困，仅
筹集了学费，生活费还没有着落，王
冰帮其申请了助学贷款。2018年，她
的二女儿和儿子又双双考上大学，王
冰又通过各种渠道为其申请助学金
5000元。

2018 年 5 月，针对该村班子老
化、战斗力不强的问题，王冰和村级
责任组连续工作七天七夜，挨家逐户
走访，和党员谈心，与群众沟通，依
托村“两委”换届的时机，配齐配强
村“两委”班子。并以主题党日活动
为载体，推动党员教育管理不断规范
化、常态化、长效化，充分激发基层
党建活力。

“发展产业才是开启群众致富的金

钥匙。”王冰说，他和村级责任组、村
“两委”多次与在山东创业的张永东联
系，鼓励张永东回乡创业。2018 年 7
月份，张永东投资 500多万元，在该
村建立睢县海运编制绳加工厂。目前
该厂拥有车间 8个，提供就业岗位 30
余个，年产值 1000多万元。“我家里
上有老、下有小，不能出去打工，自
从这个厂建成后，我都在这打工，月
收入 2500元左右。”在此务工的该村
村民徐爱梅说。

“王冰年轻有思路，门路也广，我们
有了主心骨。”该村支部书记蒋高正说，
自从王冰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后，该村不
但建立了扶贫车间，还安装了光伏发电
站、路灯，修建了文化广场，新建了卫生
室，修铺了 3400米村内道路，土地整治
40亩……今年又发展芦笋种植 100亩，
猕猴桃种植40亩，山药种植60亩，规模
养鸡场3家……

“这样的干部，真好！”
本报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甄林

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崔娜） 5月 23
日，记者从冷谷红葡萄酒有限公司获悉，在刚刚闭
幕的第十七届中国（漯河）食品博览会上，冷谷红
葡萄酒备受中外客商好评，冷谷红作为高端商务用
酒，也以优秀的品质被本届食博会作为宴会接待唯
一指定用红酒。

据悉，在本次食品博览会上，来自 25个国家
和地区的 82家企业和国内 23个省（市、自治区）
856家企业的上万名客商，云集沙河滨城漯河。在
展会上，面对众多来访客商，冷谷红葡萄酒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耿红伟详细介绍了来自黄河故道良好
生态环境的冷谷红葡萄酒，该酒今年4月份刚刚荣
获“中国驰名商标”，并荣获“第十七、十八届中
国绿色食品博览会金奖”、“第十二届中国国际有机
食品博览会金奖”。该酒绿色有机、口感纯正、果
香浓都、丰满协调、包装精美的高品位与高品质，
受到了参会领导、外宾及客商的一致好评。同时，
冷谷红作为高端商务用酒，也以优秀的品质被本届
食博会作为宴会接待唯一指定用红酒。

冷谷红参展第十七届
中国食品博览会获好评

本报讯（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甄林） 5月 20日，在睢
县潮庄镇胡寺新村文化广场上，村民们熙熙攘攘正在签订
居民燃气入户及用气合同。72岁的胡兴堂老人告诉记者，
天然气既环保又安全，还比液化气便宜三分之二，他和儿
子家里都准备安装管道天然气。

近年来，胡寺村在乡、村两级干部的带领下，用了近
十年时间，陆续拆掉了老村，建设新型住宅260余套，开办
和引进企业 10家，安置人员 800余人，年产值 2600万元，
使该村村容村貌、产业发展等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成
为睢县集安居、休闲、养老、产业一体化新农村建设示范
村。近期以来，该村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积极推进

“煤改气”政策，该村支部书记胡春峰多次与华润燃气（睢
县）有限公司协商，并自己拿出 15万元资金对该村天然气
使用户每户补贴1000元，提高村民安装积极性。

据了解，该村管道天然气安装分两期进行，第一期安
装150户，现安装基本就绪，第二期预计年底完成，保证该
村村民春节期间全部用上天然气。

睢县潮庄镇胡寺村

在全县率先使用天然气

本报讯（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甄林）今年以来，睢县
脱贫不松劲，坚持“政策不变、队伍不散、人员不撤、干劲
不松、力度不减”的原则，开展“六大行动”确保实现“两
不愁三保障”，助力乡村振兴。

开展健康扶贫行动，持续实践“防、服、减、保”四位
一体健康扶贫模式，落实好“两免四提一降一补”、特种病
救助保险、人身意外伤害险等健康扶贫政策，有效解决因病
致贫返贫问题。

开展教育扶贫行动，完善部门、乡镇、学校“三位一
体”联动机制，健全“乡镇—村组—家庭”和“县教育主管
部门—教育片区督导组—学校”“三级”联控联保目标责任
制，加强学生就读情况排查，抓好控辍保学。

开展扶贫助残行动，全面落实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制度
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推广贫困家庭重度残疾人集中
托养模式或社会化照料护理服务新模式，实现贫困家庭重度
残疾人集中托养全覆盖。

开展危房改造清零行动，紧紧围绕贫困群众“住房安全
有保障”的具体要求，对全县所有四类重点对象危房全面实
施改造，保障质量安全，保障基本居住功能。

开展“志智双扶”行动，注重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深
入推进文化扶贫工作，持续抓好“孝善敬老”活动、“好婆婆、好
媳妇”等孝老爱亲评比活动，激发群众摆脱贫困内生动力。

开展社会扶贫行动，持续用好“心连心”社会扶贫超市平
台，推进“百企帮百村”“百凤还巢”“双百工程”等社会扶贫模
式，做好贫困户需求对接，组织开展“社会扶贫攻坚奖”评选活
动，形成全社会合力攻坚的大扶贫工作格局。

睢县

“六大行动”确保实现
“两不愁三保障”

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刘亚君）“今天你
挑战了吗？”“我又破纪录了，连续答对22题！”5月22
日，民权县教体局的“学习达人”郭威自豪地说。

据悉，自“学习强国”APP新推出“挑战答
题”栏目以来，该县教育系统上“学习强国”学习
的热情再创新高，“今天你挑战了吗？”已成为该县
教育系统最时尚的打招呼方式。

记者了解到，这次新增的挑战答题栏目，添加
了竞争元素，题型全部为选择题，每次答对5道积
3 分，答对 10 道以上积 6 分，答对继续，答错离
场，作答时限为 30秒，对学习者的知识广度和深
度提出更高要求。

“这项积分，得靠真才实学才能得到，在不启
用复活功能的情况下，能一次答对 20题以上，实
在令人佩服。”该县教育系统“学习强国”APP管
理员宁松提起“学习达人”郭威赞不绝口。

“‘学习强国’APP新推出的‘挑战答题’环节，一
下子调动了教师们的学习热情，老师们知识丰富，学
习能力又强，挑战题量屡创新高，大家相互分享、相
互提高，都很有成就感。”该县第三小学朱芳一边介
绍老师们挑战答题情况，一边展示自己的挑战记录。

“周末，带着孩子去任庄服务区游玩，在享受
休闲时光的同时，我也没忘记点开挑战答题栏目，
赛一赛，晒一晒。巧妙利用碎片化时间，不仅提高
了理论素养，还大大丰富了知识储备，提升了工作
能力。”该县林七乡第一初级中学校长吕凤娇谈起
自己的学习方法时说。

据了解，醒来翻一翻，睡前学一学，饭后聊一
聊，已成为该县很多党员教师的生活习惯。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制定‘学
习强国’APP激励制度，继续深挖‘学习强国’的
潜能，在提升教师政治素养的同时，提升其业务素
养，积极引导教师借助‘学习强国’平台上丰富新
奇的内容拓展知识、开阔视野，使其成为教师备
课、教学的‘利器’，为我县教育实现跨越发展提
供智力支持。”该县教体局局长朱清华在谈到“学
习强国”APP对教育的影响时如是说。

民权：

“挑战答题”促“学习
强国”再度升温

◀5 月 23 日，民
权县安澜湖东侧的大
宾菊竞相开放，给新
城增添了勃勃生机。
截至目前，该县建成
区 绿 地 总 面 积 达
1023.71公顷，其中公
园绿地面积 220.6 公
顷，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14.14平方米。2016
年，该县被评为“省
级园林县城”，目前
正在大力创建“国家
级园林县城”。
本报记者 闫鹏亮 摄

▶5 月 22 日，民
权县高新区宏星华铝
膜公司的车间现代化
流 水 线 在 作 业 。 据
悉，去年以来，该县
着力打造建筑新技术
产业园区，该园区主
要 涉 及 铝 型 材 、 模
板、支撑爬架、PC等
相关技术产业，着力
打造继制冷产业规模
集群后的又一新技术
产业园区。
本报记者 闫鹏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