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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睢县·民权

本版新闻统筹 黄业波 闫鹏亮

6月的睢县北湖，绿柳成荫，碧波粼
粼，灰鹭低翔，鱼虾嬉戏。每日晨练的人
们在湖畔或跑步、或打太极、或甩麒麟
鞭、或跳广场舞……虽没有铁人三项联赛
时的喧闹和激情，但时时刻刻都彰显着
运动给睢县带来的无穷魅力，如今的睢
县城到处呈现出一片美丽、祥和的生态
画卷。

与运动结缘

早在1994年，睢县就成功举办了河南
省皮划艇锦标赛，在此后的两年连续成功
举办了两届全省、全国皮划艇锦标赛。睢
县之所以与赛事结缘，得益于睢县拥有阔
达万亩的北湖水面。2007年，睢县第一次
承办全国铁人三项锦标赛，比赛区域环
境、水质和基础设施条件得到国家体育总
局和河南省体育局的高度评价。随后，睢
县就与“铁人三项”这项体育赛事结下了
不解之缘，直至今年睢县相继举办了 7届
国家 A 级赛事——国际国内铁人三项比
赛，是迄今为止河南省所有该项A级赛事
的唯一举办地，被国家体育总局授予“全
国体育竞赛最佳赛区”。

为充分发挥好睢县的水资源优势，近
年来，该县不断加大生态保护和开发投入
力度，相继保护性开发了苏子湖、濯锦
湖、凤凰湖、甘菊湖和恒山湖湿地公园，
绿化覆盖率提高到 41%，相继被授予国家
园林县城、国家森林城市、国家级生态水
利风景区、中国绿色名县、全国百佳深呼
吸小城十佳示范城市、中国长寿之乡等荣
誉称号。

以运动扬名

睢县紧抓体育运动发展和体育赛事承
办不放手，相继成功举办了 7次国际国内
铁人三项赛事。此外，2016 年河南省青
少年公路自行车冠军赛、2018 年环中原
自行车赛等体育运动竞赛项目也相继在
睢县举办。

2019年中国铁人三项联赛暨全国冠军

赛河南睢县站，媒体参与度广、影响力
大。5月 14日，睢县在河南省人民政府新
闻办公室发布大厅举行新闻发布会。来自
新华社、人民网、中国网、中国青年网、
河南日报、河南电视台等近40家媒体记者
参加了发布会。赛事举办期间，各大媒体
通过对体育赛事的大篇幅专题报道和实时
跟踪报道，通过网络空间传到世界各地，
成为新闻关注焦点。“铁三赛”营造了睢
县城市名片，使“中原水城”城市品牌持
续发酵，“中原鞋都”“中原电子信息产业
基地”成为睢县城市形象的代名词，仅人
民网点击量就达 1240万。今年 7月，睢县
还将承办一项新的体育赛事——国际国内
卡丁车、房车、摩托车比赛。

因运动而兴

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同时，睢县也在
思考，如何能借助体育事业发展产业经
济。通过大量调查研究并结合多次承办大
型体育赛事的启发，睢县发现，被称为

“候鸟经济”的制鞋产业，在浙江、福
建、广东、重庆、成都、河北等地均有集
中度较高的产业布局，而在中原地区，以
睢县为中心，150公里范围内聚集 7000万
人口，拥有河南 1亿人口巨大消费市场，
却没有成型的鞋业生产基地！紧盯这一机
遇，睢县确立了制鞋业中的运动休闲鞋作
为主导产业发展。

2013年 6月，睢县印发《关于加快建

设中原制鞋基地的思考与建议》，从六个
方面对睢县发展制鞋业进行了可行性分
析。结果显示，睢县发展制鞋产业顺承产
业转移的“天时”，拥有东西交会的“地
利”，具备劳动力资源的“人和”。

2013年 7月，睢县在国家工商总局注
册“中原鞋都”系列商标。从此，睢县紧
抓产业转移机遇，向东承接福建晋江、广
东东莞、浙江温岭制鞋产业转移，向北承
接河北三台制鞋产业转移，形成了“南晋
江、北三台、大家都到睢县来”的新的制
鞋产业发展趋势，成功打破了中国制鞋行
业的原有格局。特步、安踏、361、李
宁、思凯奇、Adidas、耐克等国际国内知
名体育品牌在睢县均有加工或合作企业。

目前，睢县已拥有投资亿元以上制鞋
企业120多家，年产能突破1.5亿双，配套
能力超过 90%。睢县相继获得全省产业集
聚区“十快”第一名和“河南省优秀产业
集聚区”称号。

成运动之城

多次国际国内大赛的成功举办，极大
地促进了睢县全民健身运动事业的蓬勃发
展。睢县现有游泳、篮球、乒乓球、羽毛
球、太极拳、台球等20多个体育协会，广
场舞队 102 个、腰鼓队 17 个、盘鼓队 15
个，并建立了河南省跆拳道后备人才基地
和中国柔道协会柔道特色学校，2018年，
该县被省体育局批准为河南省体育产业示
范基地。睢县每年为体育院校输送了大批
后备人才，仅县回族高中就输送到体育院
校深造50余名；同时也走出一拨拨体育健
儿，著名皮划艇运动员刘海涛，在全运会
上 24小时连夺 5枚金牌，树立了中国皮划
艇界的标杆；龙舟项目运动员宋艳冰在亚
运会上一举为中国代表团赢得了3枚金牌。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睢县这
个曾经的豫东农业小县，借助全民健身运
动事业发展的东风，与运动结缘、以运动
扬名、因运动而兴、成运动之城，创造了
一个借助全民健身运动事业推动经济社会
各项事业发展的范本。

睢县：运动催生城市无限活力
本报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甄林

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李亚 玉成）近年来，民权
县按照推进森林乡村建设总体要求，立足实际，挖掘优势，突
出重点，坚持将绿化建设、生态旅游和乡村振兴有机结合，着
力打造绿色低碳人居环境，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描绘出
一幅可望可及的现代农村绿色画卷。

6月12日，记者来到胡集回族乡冯堂村，只见这里芳草菲
菲、绿树成荫、鸟语花香，村内道路和广场及房前屋后种植的
树木，都让人赏心悦目。该村通过打造森林村庄建设美丽乡
村，改造基础设施、村庄绿化美化等一系列民生工程建设，让
一幅干净、美丽、绿色的新画卷徐徐展开。在村里生活了 38
年的杨小会则是亲眼看到、亲身经历了冯堂村的蜕变，从而他
更加热爱这片故土。

正在村头准备下地干活的村民杨小会指着一片街头绿地
说， 原来这里是垃圾坑，现在通过改造，变成了小花园，没
事儿大家还能在公园散散步，坐里面凉快一会儿、唠唠嗑，环
境好，空气鲜，这是俺农民以前想不到的生活啊。

让村民们感觉暖心的还不止杨小会说的这些方面，冯堂村
还在很多细节方面不断创新，他们自创的农耕体验民俗文化广
场，不仅丰富了村民的娱乐活动，还吸引了许多城市游客前来
游玩，体验农村生活。

在街头的民俗游乐园里，记者见到了前来游玩的游客李俊
霞，她说起了乡村游的感受：“带着孩子到农村来玩，空气特
别好，还能看到以前的民俗文化、农耕文化，大人感觉心情特
别舒畅，孩子能学到一些新知识。”

冯堂村于 2017年被列入民权县的美丽乡村建设村，胡集
回族乡引导该村将美丽乡村建设工作与创建森林村庄工作相结
合，以整治村庄环境为重点，规划村庄增绿，大力开展见缝插
绿、拆违透绿、古树复绿等行动，以房前屋后绿化为基础、村
道河流绿化为网络、休闲绿地广场为重点，加大绿化美化力
度，森林村庄日益焕发出勃勃生机。

胡集回族乡乡长王魁说：“下一步我们将以冯堂村为样
板，进行全乡推进，建点连线扩面，大力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不惜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结合人居环境改善工作，让群众深
刻体会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而改变大家以往的一些不
良生活习惯。”

民权县：

打造森林村庄
让绿色满家园

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周长桥
胡庆红）两层小楼造型别致，村“两委”办公
室、农家书屋、党员活动室等一应俱全；文化
广场上孩子在戏耍打闹，老人在健身器材上
活动；道路一侧文化墙引人驻足……6月 11
日，记者走进民权县褚庙乡柘桑村，漂亮的
村室、宽阔的广场让人眼前一亮。

“以前村室是三间破瓦房，院内杂草丛
生，开会都叫不来人……看看现在，这村室建
得比俺家房子都气派！”该村老党员李世武激
动地说，“现在俺村的村室真是党员的家、群
众的家！”柘桑村村级组织活动场所的嬗变，
是民权县夯实新时代基层基础的一个缩影。

据悉，近年来，该县坚持以抓党建为统
领，着力夯实基层基础工作，有力促进了基
层党建、脱贫攻坚和人居环境整治，实现了
党建工作与基层社会治理深度融合，产生了
较好的社会效果。

以实施“三大工程”为抓手，增强组织
力。该县以实施质量提升、红色先锋、双示

范“三大工程”为抓手，多措并举，努力助
推全县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一是实施“质
量提升工程”，夯实农村党建基础。以村

“两委”换届为契机，进一步优化班子结
构，村党支部书记平均年龄较上届降低 2.1
岁。两年来，县财政投资 1.2亿元，完成了
129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党群服务中心、文化
广场、文化大舞台等村级活动场所建设；投
入党建基金1400余万元，先后升级改造156
所村级党群服务中心。同时，严格落实主题
党日“1+N”制度，规定每月 9日为主题党
日，各支部要完成一套规定动作，做好N个
自选动作；以建设“一街两园三基地”为抓
手，把党建阵地由室内拓展到室外、由党员
扩展到群众；建成占地 100余亩的党建文化
主题公园和 5公里长的党建文化主题街；全
县 371个“两新”组织，通过单独建、联合
建、挂靠建等形式，已建立党组织310个。

以强化考核机制为“杠杆”，增强引领
力。近两年来，该县在年度目标考核中，把

党建分值由原来的 180分提高至 320分，占
综合目标考评总分值的 10.7%；深入开展

“逐村观摩，整乡推进”和“逐支部观摩，
整机关提升”活动，每半年开展一次，采取

“随机抽取，现场打分，当场公布”的方式
进行，取两次观摩成绩平均值作为该单位年
度党建目标考核总分。他们把考核结果作为
晋级晋升的重要依据，激励先进、带动中
间、鞭策后进。加大正向激励和反向约束力
度，努力营造“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
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氛围。

以促进脱贫攻坚为着力点，增强推动
力。该县在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全县17
个乡镇和两个街道办事处党政正职真正做到
不脱贫不调整、不摘帽不调离；全县共选派
驻村干部 1190 名，全县 529 个行政村全覆
盖。县级领导干部直接联系软弱涣散和后进
村党组织，乡科级党员领导干部任整顿工作
队长，“一村一策”制订整顿方案，按照“六步
工作法”，扎实推进整顿工作。2017年以来，

共整顿软弱涣散和后进村党组织153个。
以抓好人居环境整治为重心，增强带动

力。该县结合县情实际打造了 4个乡村旅游
示范村和 6个美丽乡村特色村，做到了有看
头、能参观、叫得响、可推广；先后投入资
金 3016万元，实施城乡环卫一体化，实现
529个行政村全覆盖。他们还组织 100多家
企业参与社会扶贫、开展结对帮扶，帮助贫困
村发展生产、提高收入、改善环境。开展志愿
服务、文明新风、贫困帮扶等活动，整顿人情
攀比、吃喝浪费、厚葬薄养等陈规陋习。

以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着眼点，增
强凝聚力。去年以来，该县共抓获、打掉、
判处涉黑涉恶犯罪多人，取得了良好的社会
效果。同时，县委研究出台了《关于推行

“一组一办两大队”工作机制进一步加强信
访法治化建设的意见》，采取蓝、黄、红

“三色单”工作法，通过前移关口、治理源
头，有效预防和减少了越级上访，营造了持
续和谐稳定的环境。

民权“五力齐发”夯实基层基础

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刘亚君） 骄阳似
火，大地金黄，又是一年麦收季。6月11日一大早，在
民权县王桥乡王元子村的麦田里，村民又看到了该县
教体局驻村帮扶人员忙碌的身影。

贫困户的麦子怎么收？联系的收割机到了没有？
怎么才能让贫困户的麦子颗粒归仓？这些问题无时无
刻不牵动着帮扶干部的心。

“俺永建大兄弟，对俺好嘞很，因为俺收麦，他跑
三四趟了。”王元子村赵新庄组村民赵厚德看着院子里
正在晾晒的麦子，笑得合不拢嘴。“你看俺住这新房，
国家给盖的，前前后后也是俺永建兄弟帮着张罗的，
我都没操多少心。”今年48岁的赵厚德说起该县教体局
帮扶责任人李永建直竖大拇指。

“思义叔，我看你家麦子熟了，我们帮你收了吧？”该
县教体局帮扶责任人郝卫东来之前，特意到张思义家麦
田里看了看。“你们真是‘及时雨’啊，我正作难呢，这下
好了，真太谢谢你们了。”张思义激动地说。

据了解，张思义是该县王桥乡王元子村张庄组建
档立卡贫困户，今年 78岁，常年需要吃药，基本丧失
劳动能力，每年到了麦收季节，如何收麦就成了他的
大难题。

“这几年，要不是怀民哥，俺的日子真过不下去，
他对俺的帮助，俺一辈子不会忘。这不，俺家小麦刚
熟，他就来帮俺收麦了。”王元子村赵新庄组村民赵振
伟，说起该县教体局驻村第一书记桑怀民，充满了感
激之情。

据了解，赵振伟是桑怀民的帮扶对象之一，家里
有四个孩子，爷爷还患有脑血管疾病，生活无法自
理，整个家庭没有稳定收入来源。桑怀民了解情况
后，先后帮赵振伟的爷爷办理了慢性病手续、申请了
低保，又介绍赵振伟妻子到公益岗位从事农村保险宣
传工作。

“俺爷看病基本不花钱，小孩上学不花钱，俺跟俺
媳妇多少能挣点，国家还有贫困补助，俺家有了稳定
收入，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这得感谢国家，感谢
桑书记。”问起将来的生活，赵振伟充满了希望，还说
打算攒钱买辆农用车哩。

“这几年庄稼收种都是教体局的干部帮俺干的，俺
今年70多岁了，手还残疾，也没有农用车，他们帮俺收庄
稼，自己找车，还不让俺花一分钱，要不是他们帮忙，俺
真不知道该咋办。”说起帮扶干部，王元子村张庄组村
民陈庆军感激不尽。

据了解，为不误农时，切实解决贫困群众的夏收
难题，确保颗粒归仓，该县教体局成立了由驻村第一
书记、驻村工作队员组成的“三夏”帮扶队，深入帮
扶村，帮助贫困户开展夏粮抢收工作。

民权县教体局驻村帮扶队

为贫困户送来“及时雨”

◀ 6 月 12 日 ，
睢县第二机关幼儿
园开展“我和你 心
连心”爱心助残活
动。今年以来，为培
养小朋友关心、帮助
弱势群体的意识，该
县中小学及幼儿园
开展了丰富多彩的
爱心助残活动。

李 洁 摄6 月 12 日，民权县花园乡吴老家村马铃薯产业基地，一派丰收繁忙的景象。目
前，当地群众种植的3000亩马铃薯进入收获期，该乡党委、政府组织群众利用天气晴
好的有利时机收获马铃薯。王自力 摄

◀ 6 月 11 日 ，
民权县园林工人在
管护街头绿地。近
两年来，民权县建
设 了 20 处 街 头 游
园、文化广场等公
园绿地，总面积达
231.6公顷，全县街
道社区初步形成了

“三季有花、四季常
青、植物多样化”
的格局。本报记者
闫鹏亮 摄

全国铁人三项赛开幕式主会场。本报记者 黄业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