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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市铁路服务窗口单位，我们积极响应市
委、市政府的号召和要求，紧紧围绕创卫目标，主动
汇报、积极参与，从站容站貌、环境绿化、候车环
境、站场卫生、病媒生物防制入手，深化铁路站区综
合环境整治，积极为全市创卫工作增砖添瓦。”8月12
日，商丘火车站站长王留强在采访中表示。

明确任务目标，突出整治重点。针对此次创卫活
动持续时间长、阶段重点内容多、整治工作要求高的
特点，商丘火车站成立了领导小组，车站党政负责人
亲自上手、分管负责人分工负责，加强各部门之间的
协调联动，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下发《商丘火车站

创卫工作实施办法》，列明重点任务和完成时限，做到
责任到位、措施到位、工作到位。筹措专门资金，严
格按照美化、亮化、绿化、文化的“四化”要求，突
出抓好客货运场所标识、厕所、道路、绿化等综合卫
生清理整治工作，及时更新完善破损设备设施，提升
车站对外服务形象。同时，按“谁经营、谁负责”的
原则，将食品安全纳入重点整治范围，协调配合食药
监部门，形成监管合力，提高食品安全保障水平。

强化集中攻坚，提升环境质量。商丘火车站抽调
30名休班人员成立突击队，协同保洁人员一起对车站
站场、墙板、围板、地板等进行一次深度保洁，及时
清除地面、设施污物，清理墙板乱涂乱画和粘贴的

“小广告”，做到无灰尘、无水迹、无污渍、无杂物。
客运值班人员对各种广告立牌、导视系统等摆放整
齐，及时清理候车、售票场所及过道的垃圾杂物，保

证车站商业经营场所内空气清新、温度适宜、无异
味。借鉴“厕所革命”好的做法，利用30天时间在全
站推行网格化环境清理，对客运厕所、垃圾桶、卫生
死角等进行常态化保洁，动态补强引导标识、保洁备
品，补充厕所空气净化器等，为旅客营造干净整洁、
舒适明亮的出行环境。

加强监督检查，形成常态机制。办公室、客运、
货运等具体责任部门围绕食品安全、设施设备、服务
备品、保洁质量、对外宣传等方面，全面梳理暴露问
题，认真分析原因，对照负面问题清单，制定有针对
性、可操作性强的整改措施，明确整改责任人、整改
时限，并及时总结经验，固化形成常态机制，着力补
齐、补强创卫短板，持之以恒抓好站区综合环境创卫
达标工作。活动期间，车站劳人科牵头成立创卫工作
督查小组，通过明察暗访、平推检查等方式，定期对
创卫达标活动开展情况进行全面验收，将检查发现的
问题纳入考核评价，全站通报，对推进不力、问题整
改不彻底及日常保持较差的责任部门将严格考核问
责，确保创卫达标活动扎实开展、取得实效。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的服务
宗旨，在尽心尽力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对照创
卫要求标准，找准短板、拾遗补缺，自我加压、主动
提升，为广大旅客创造一个规范有序、干净整洁的出
行环境。”王留强如是说。

擦亮铁路服务窗口 融入创卫工作大局
——访商丘火车站站长王留强

本报记者 王正阳

商丘英模谱
商丘市委党史研究室、商丘日报社 联办

——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 牢记初心使命牢记初心使命——

李省三，1905年出生于民权县伯党南李庄（时属睢
县）。学生时代，他就拥有激进的民主革命思想。

1927年，冯玉祥主政河南。李省三参加国民党省党
部在开封举办的党务训练班学习数月，随后回睢县任县
党部筹备委员会委员。此后他经历数次职务调整，但由
于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严重，任职时间都极为短暂。

1929年秋，他赴上海暨南大学当旁听生，于1930年
返乡，受聘于睢县四小（刘庄）任教。在教书期间，李
省三同共产党员来往密切，并以四小为据点开办夜校，
讲述革命道理。

1933年 2月，李省三任睢县教育局社会教育课课主
任。当年秋天，为营救在押的中共睢县负责人姜朗山、
苗泽生，他三赴省城，奔走疏通，使两人得免一死。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李省三被推举为

声援“一二·九运动”睢县指挥部指挥长。1935年12月
24日，全城师生1500余人停课游行，李省三在十字街头
演讲，发誓“宁愿战场死，不做亡国奴”。群众报以雷
鸣般的掌声，纷纷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当时，睢县在政治上形成两大派，即地方派和教育

派。地方派由实力雄厚的土豪劣绅组成，以贪官县长蔡
慎为靠山；教育派则是以李省三为代表的年轻少壮、锐
意进取的民主势力。

在与地方派的斗争中，李省三发动机关职工联名上
告，要求省府查撤蔡慎，并数次率员赴省指控蔡慎劣
迹。1936年春，李省三查实蔡慎在任职期间贪污受贿、
草菅人命等罪行，整理成文，由职工集资，再次率员赴
省告状，并在开封与蔡慎对质。李省三从容不迫、慷慨
陈词，谈锋犀利、针针见血，驳得蔡慎缄口无言。省府
无奈，将蔡慎撤职查办。

1936年 8月，李省三任睢县民众教育馆馆长。1938
年 1月，经姜朗山介绍，李省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
时以其公开身份协同中共豫东工委领导人举办抗日青年
干部训练班。他利用自己在教育界的声望和人脉，协助

中共睢县中心县委书记张辑五组建抗日武装。
1938年5月31日，睢县沦陷。张辑五率领抗日武装

到县城西南农村开辟抗日游击区，李省三、姜朗山当时
住在船李村。李省三抗日心切，欲将家乡伯党乡的武装
拉出来共同战斗，遂向张辑五提出请求。1938年 6月的
一天，李省三骑车准备经杨楼绕睢杞边境回家。不料这
一消息走漏了风声。李省三行至长岗、贾沙窝之间的一
条荒僻土路上时，遭反动民团头子张心贞一伙伏击，惨
遭杀害，时年33岁。

噩耗传来，睢杞抗日武装力量领导人吴芝圃等不胜
悲愤，决定立即消灭张心贞反动民团。围攻长岗前，他
们集中部队作战斗动员，讲述李省三被害惨状，誓为烈
士报仇雪恨。战士们个个臂缠白纱奔赴战场，一举歼敌
300余人。胜利当日，他们为李省三置棺殓尸，隆重追
悼，慰祭忠魂。

新中国成立后，李省三被列入“河南省著名烈士英
名录”。李省三烈士如今长眠在民权县伯党乡东南。豫
东人民对这位抛洒热血的抗日英烈并没有忘记，每逢清
明总有群众自发到他墓上祭扫、追思。

（本报记者 司鹤欣 整理）

李省三：抗日英烈长眠故乡

本报讯（记者 张 铨）8月 15日清晨 6时许，副市长王
金启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到梁园区检查督导创卫工作开展
情况，对发现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提出具体整改意见。

王金启先后到归德路与宜兴东路交叉口早市、大陈社
区哈森路东一胡同、哈森路、站前路部分小餐饮店和小旅
馆、市木材公司、蓝岛家和小区、市木材公司家属院、团
结菜市场、纺织品一条街等地，督导主次干道、背街小
巷、老旧社区、农贸市场和“五小门店”治理等创卫工作
开展情况。王金启还到市教育局家属院、五一粮店市场查
看前期督导发现问题整改工作开展情况。

在督导中王金启强调，对早市治理要坚持疏堵结合，
采取清理与规范并举的方式进行。按照“不影响交通、不
影响市容、方便群众生活”的原则，对城区主次干道两侧
的早市严格限制营业时间，设置划定营业区域，限定瓜果
蔬菜等农产品的售卖范围，加强保洁工作力度，保持环境
干净卫生。市教育局家属院等老旧小区要对标整改，相关
问题要一次性整改到位。站前路集中了商丘火车站、商丘
中心汽车站，人流密集，是我市展示形象的窗口区域，要
对标开展拉网式问题排查，集中人力物力、下足绣花功夫
集中整治，打造创卫示范模范区域。

市领导晨查梁园区创卫工作

本报讯（记者 崔 坤） 8月 14日至
15日，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全周带队
开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街道办事处、社
区实地巡回测评活动，对市区所有街道
办事处及所辖部分社区创文工作开展情
况进行实地测评。

在一天半的时间里，测评组头顶烈

日、马不停蹄，走遍了三区18个街道办
事处，在每个街道办事处又分别深入 2
个社区，实地查看了街道办事处、社区
环境卫生整治、创文氛围营造、公益广
告设置、文明宣传引导、未成年人活动
室、文明办公阵地建设、社区志愿服务
站等场所，并对各街道办事处、社区创

文工作开展情况逐个进行现场点评。
王全周在测评活动中强调，要进一

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创文工作责
任感和紧迫感，加强沟通协调，攻坚克
难合力推动工作落实。各街道办事处、
社区要深入学习分析测评体系，明确创
文工作任务，严格对表对标，全力补齐

短板。要整合社区资源，结合各自特
色，开展更多更丰富的、贴近群众的创
文活动，通过喜闻乐见的方式潜移默化
地让群众了解、认可、支持创文，让群
众在创文中有更多的实实在在的获得
感，努力实现创文让城市生活更美好的
愿景。

我市对街道办事处、社区创文工作进行实地测评

本报讯（记者 李娅飞） 8月 15日下午，省攻坚办第十四督导组
组长、省国土资源开发投资管理中心党委书记李新桢一行四人莅临
我市，听取我市环境攻坚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分析当前面临的形
势，对我市进一步做好环境污染防治工作进行督导。

在听取汇报后，督导组对我市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给予高度评
价，同时指出了存在的突出问题。就做好下半年工作，督导组要
求，要加大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宣传力度，让全社会深刻认识
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努力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保护氛围，
形成人人关心、支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良好局面。要进一
步落实各级党政领导主体责任，压实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
任，加大问责力度，严格奖惩制度，建立长效机制，确保责任落到
实处，继续保持好的态势。要未雨绸缪，提前谋划制定冬季大气污
染防治措施，全面落实好扬尘污染管控，大力推进“散乱污”企业
整治，有效解决散煤污染问题，加快推进供热管网建设，强化重污
染天气应对，打好主动仗，确保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省攻坚办督导组莅临我市

督导环境污染防治工作

本报讯（记者 王正阳） 8月 15日，全市创建省级农产品质量安
全市工作推进会召开，总结前段工作，分析存在问题，进一步推进
我市整建制创建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工作。副市长曹月坤出席会
议并讲话。

会议通报了全市创建工作开展情况；夏邑县、虞城县、睢阳区
分别作了发言。

曹月坤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新时代农产品质量安
全的重要性。农产品质量安全关系着公众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
关系着全市国民经济发展的大局，关系着农民增收和农业农村经济
的发展，关系着政府形象和社会安定。作为农业大市，农产品质量
安全对我市来说，意义更加重大而深远。

曹月坤要求，要坚定信心和决心，全力以赴确保创建工作圆满
成功。要充分发挥我市的创建优势，坚定对创建工作的信心和决
心，坚持“产、管、检、打、创”五位一体，着力抓好农产品质量
安全全程监管各项制度和任务的落实。要履职尽责，切实把创建工
作抓紧抓实。全市各级各相关职能部门要积极行动起来，加强协作
配合，进一步重视创建工作，落实关键措施；进一步加强部门合
作，形成监管合力；进一步加强督查督办，严格追责问责。同时，
要强化宣传，努力营造人人关注、参与、监督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良
好社会氛围。

我市推进创建省级农产品
质量安全市工作

本报讯（记者 李 奇） 8月15日，副市长倪玉民、市政协副主席
刘明亮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到永城市督导检查重大安全隐患整治
工作。

倪玉民一行先后到神火集团薛湖煤矿、闽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等地，仔细查看生产作业各环节安全制度落实、器材配备使用、安
全指挥中心，详细了解基础设施建设和安全监控设备运行情况。

在座谈会上，倪玉民听取汇报后指出，安全生产思想认识要到
位，不能麻痹大意，要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越是小问题越要细
心，要把他人的事故教训当作自己的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全面自
查自改，加大隐患排查整改力度，拉出问题清单，逐一整改落实到
位，做到问题有清单、交办有清单、督办有清单、验收有清单。要
强化企业主体责任，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以最高的标准、
最严的要求，扎扎实实抓好每一项安全生产工作，每一个环节、每
一个细节都要想仔细、想周到，坚决杜绝经验主义和麻痹大意思
想，严防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市领导率队督导检查
重大安全隐患整治工作

本报讯（记者 刘玉宁） 8月 15日，副市长、市公安局长李建仓
带领市河长办、水利局、生态环境局等单位有关负责人到虞城县调
研沱河河长制暨防汛工作。

李建仓一行先后到虞城县仓颉大道沱河桥、丰楼水闸等地，实
地查看河道治理、水闸运行等情况，认真听取防汛和河长制工作落
实情况的汇报。随后，李建仓一行来到虞城县人民公园，观看防汛
应急救援演练。李建仓要求各级各部门要以此次演练为契机，进一
步加强抢险设备配备，强化防汛抢险队伍建设，做到召之即来、来
之能战、战之能胜，扎扎实实做好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
灾的各项准备。

李建仓强调，目前正值主汛期，各级防汛指挥部要进一步明确
责任，按照职责分工，尽职尽责做好各项工作。各级防汛责任人要
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全面掌握辖区内的防汛基本情况，熟
悉防汛应急预案，明确责任分工和应急程序，做到指挥若定、组织
有序、抢险有力。

在调研中，李建仓还分别与虞城县、夏邑县、永城市、示范区
和梁园区沱河县级河长签订了2019年度河长制工作问题责任清单。

市领导到虞城县调研
沱河河长制暨防汛工作

8 月 15 日，
园 林 工 人 们 冒
酷 暑 在 日 月 湖
景 区 内 修 剪 草
坪，清除绿篱和
绿地内的杂草，
确保苗木、草坪
正常生长，为游
客 带 来 更 加 干
净 整 洁 的 游 玩
环境。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本报讯 （记者 刘玉宁） 8 月 15
日，记者获悉，自“两城”联创工作开
展以来，市交警支队二大队结合辖区实
际，采取强有力措施，组织开展了一系
列有针对性的交通秩序整治行动。

为加强整治力度，该大队要求所有
大队领导承包中队跟班行动，现场处置
和解决工作中出现的情况，每天晚上有
1名队领导带队，抽调 2至 3个中队成
立执法小分队，对辖区内的乱点进行整
治，确保创建整治工作取得扎实成效。
明确重点，严管市区交通秩序。为确保
整治效果，该大队将车辆乱停乱放、渣

土车闯禁区、酒驾、醉驾、非机动车和
行人违法作为整治的工作重点，要求对
交通违法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同
时加强宣传，做好舆论引导，通过广
播、报纸、微信、微博加大宣传力度，
设置学习点，对违法停车当事人进行交
通常识教育，曝光典型案例，营造浓厚
的整治氛围和舆论氛围。

市交警二大队副大队长尚迎新说，
交警二大队将继续全员上岗进行巡逻，
加大对交通违法行为的整治力度，为

“两城”联创工作取得成效作出积极的
贡献。

市交警支队二大队

开展交通秩序整治行动

广大市民朋友们：
文明城市大家建，文明成果人人

享。近年来，商丘城乡面貌发生了可喜
变化，城市功能不断完善，市民素质和
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幸
福感、获得感不断增强。这得益于市
委、市政府持续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国
家卫生城市创建工作，得益于三区和有
关部门作出的不懈努力，得益于广大市
民的自觉参与和支持奉献。

创建为了人民，创建依靠人民。您
对商丘“两城”联创工作有哪些好的意

见、建议？我们为您提供一个平台，请
您好好谈谈。无论三言两语还是长篇大
论，我们热忱欢迎您的踊跃参与！对您
的宝贵建议，我们将悉心听取，择优在
《商丘日报》、商丘网及新媒体上刊登，
并努力将您的真知灼见转化为改善工作
的思路和动力。

1.活动时间：从8月15日开始到年
底。

2.电子邮箱：sqrbbjb@126.com。
商丘日报编辑部
2019年8月15日

关于开展“我为商丘‘两城’联创
建言献策”活动的倡议

（上接1版）
谈起八里庄近几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岳得立如数家珍：全村

598户，有 446户盖起了楼房，轿车 300多辆，家家装上了宽带。尤
其是 2014年县人大扶贫工作队驻村以来，在驻村第一书记杨钦西的
带领下，全村发生了巨大变化：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投资 30多
万元新建了村室、投资500多万元修建了9条水泥路和文化广场；加
快扶贫产业发展，投资55.6万元建成了扶贫车间、投资280多万元建
成了光伏电站；加大农田水利改造力度，投资600多万元补齐农业发
展短板，实现旱能浇涝能排、丰产方全覆盖，今年全村种植小麦
2500多亩，总产量突破 3000万斤；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引进投资 2
亿多元的风力发电项目，目前正在建设，计划2020年发电运营。

采访结束时，杨钦西透露了一个重大消息，为让彭雪枫将军含笑
九泉，夏邑县争取到了扩建彭雪枫将军纪念馆项目资金，计划征地
40余亩。目前，40多户村民正在着手拆迁。很多村民感慨地说：“彭
雪枫将军为了咱今天的幸福生活流血牺牲，咱一定要对得起他老人
家，把纪念馆建设得更漂亮，让子子孙孙记住他，一心跟党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