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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新闻统筹 闫鹏亮

一线传真

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王立志）“每当夜晚来临，
俺都能看到乡村两级的治安巡逻队进行巡逻，现在夜晚睡觉很
安稳……”10月29日，民权县花园乡朱庄村村民张雪英说。

据了解，为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营造和谐稳定乡村治安
环境，10月份以来，花园乡切实加大综治工作力度，在辖区范围
内加强夜间治安巡逻。巡逻队由党政领导带队，综治办、派出
所、应急分队等单位人员组成，重点加大对治安隐患点、人流密
集地、休闲娱乐场所、学校周边的巡逻力度，最大限度地打击各
类违法犯罪活动，提升全民治安防范意识，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同时，各村建立了每晚由一名村干部带队的5—6人的夜间
巡逻小分队。同时，采取“边巡逻、边宣传”的模式，进村入户进
行安全教育宣传，增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

花园乡：

加强夜间治安巡逻

本报讯 （记者 闫鹏亮） 10 月 28
日，在2019河南·民权第五届制冷装备
博览会举行的“县情说明暨项目签约仪
式”上，民权收获盆满钵盈，共签约项
目16个，总金额达60亿元。实现线上线
下交易额达 2.1 亿元，参观人次 4 万余
人，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这次展会重点展示了制冷整机装
备、制冷设备用装配件、冷藏保温车、
家用电器系列产品、厨房电器、大型制
冷机组等六大版块，另外还设有制冷新
技术发布、成果转让和产销对接等专
区。海尔、美的、格力、西门子、海
信、TCL、小天鹅、万宝、澳柯玛、阿
诗丹顿、冰熊、康佳、美菱、云米、英
诺、香雪海等 237家知名制冷家电生产
企业参会参展。其中县外企业 147 家，
县内企业 90家，冷藏保温车制造企业 7
家。参展各类产品3900多种。

据了解，当日签约项目涉及制冷装

备制造业、新能源新材料和现代服务
业、食品加工业等领域，这些科技含量
高、带动能力强、发展前景好的项目的
成功引入，必将为该县经济发展注入强
劲动力，也必将掀开双方务实合作、共
赢发展的崭新一页。民权县政府负责人
表示，今后他们将继续秉持“尊商、亲
商、重商”的理念，尽最大努力为企业
发展搭建平台，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
全力把民权打造成为投资兴业的成本洼
地、服务高地和创业福地，以此来吸引
更多的客商到民权投资兴业，引进更多
的企业到民权落地生根。

据悉，此次制冷装备博览会既是民

权扩大对外开放、宣传推介的重要窗
口，更是商丘深化对外交流合作、承接
产业转移的难得机遇。近年来，民权县
委、县政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主动承
接产业转移，培育了知名的制冷产业集
群，县域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中国
制冷产业基地品牌已在全国叫响，为全
省县域经济发展发挥了良好的示范带动
作用，已经成为河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
排头兵。

民权县主要领导表示，借这次冷博
会的东风，他们将一如既往地优化发展
环境，全力搞好服务，让企业在这片热
土上“进的来、留得住、发展好”。同

时，他们也恳切希望企业家们坚定信
心、精诚合作，全力加快项目建设，最
快发挥合作效益。

会后，记者采访了客商代表、中目
科技（河南）有限公司董事长叶玮，他
高兴地说：“近些年来，我们见证了民
权县制冷产业的快速发展和提升，同
时，该产业吸引了国内外众多知名企
业落户，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营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叫
响了‘中国制冷设备产业基地’这张
名片。我们中目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
致力于智能影像产品及智能影像应用
解决方案于一体的创新型高科技公
司。我们计划在民权投资 10 亿元人民
币兴建智能产业园，计划于 2020 年 3
月开始投产，逐步打造成集人工智能
影像产品、汽车安全智能设备、智能
制造产学研于一体的年产值约 10 亿元
的高科技生态链产业园。”

2019河南·民权第五届制冷装备博览会完美收官

签约项目16个 总金额60亿元

为中原更加出彩贡献更多商丘力量

10 月 29 日，在民权县梦
蝶会展中心广场上，人来人
往，热闹非凡，这里是“2019河
南·民权第五届制冷装备博览
会”的活动现场。会展中心不
仅云集了230多家知名制冷企
业和来自五湖四海的客商，而
且本地有名气的土特产也在
这里布展，尤其是在2017年纳
入非遗名录的陈立祥桑葚酒
摊位前，挤满了品尝的顾客。

“传统发酵，入口绵甜，香
气怡人，口味纯正，不添加任
何化学物品，我说了不算，大
家都品尝品尝。”陈家第六代
桑葚酒传人陈立祥，一边自夸
着桑葚酒，一边用小纸杯不停
地倒着，让顾客品尝。

据陈立祥介绍，桑葚酒
酿造技艺起源于 1850年。当
时，家住如今程庄镇楚庄村
的陈自荣，种了几亩杈桑园，
以桑树的枝干制作农具桑杈
出售来维持生计。每当桑葚
成熟的时候，他都会采一些桑
葚储存或榨汁，以作食用。后

来他不经意发现，储存于陶罐
中的桑葚汁酝酿发酵后，口感
居然如酒般醇香味美。经过
陈家几代人近150多年的摸索
研究，逐渐酿制出了有着酸甜
香辣等多种口感的 13度桑葚
系列酒，如红桑葚酒、白桑葚
酒、桑葚五粮蒸馏酒等。

2016 年 6 月，经河南省
质量监督检验部门鉴定，陈
立祥酿制的桑葚酒，无任何
添加剂，并且富含人体所需
的维生素A、维生素B、胡萝
卜素、花青素、铁、锌等多
种营养物质，经常适量饮用
桑葚酒，有强身健体的功
效。2017 年 9 月，陈立祥桑
葚酒传统酿造技艺被商丘市
人民政府公布为商丘市第五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想让陈家桑葚酒发扬
光大，一是鼓励村民种植桑
树，让他们受益；二是办一
个规模化的桑葚系列酒厂，
优先吸纳贫困户进厂打工。”
陈立祥道出了心中的愿望。

非遗桑葚酒
热销冷博会

□朱光伟

10月28日至30日，民权县及周边市县的群众蜂拥至民权第五届制冷博览会展厅，采购物美价廉的
家电产品。本报记者 闫鹏亮 摄

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金秋十月，硕果飘香。10月 28
日，恰逢 2019河南·民权第五届制冷装备博览会开幕之日，
该县一批重大项目集中开工、集中投产。

据悉，当日集中开工的项目8个。2个投资3亿元以上的项目
分别为：总投资10亿元以上的夏普光电耦合器生产项目，投资3
亿元以上的河南天利成铝模科技项目；5个投资1亿元以上的项
目是：民权保税物流中心（B型）项目、库克电器生产项目、天凯塑
胶模具生产项目、巨祥包装塑料制品项目、联方色素辣椒提炼项
目；1个投资5000万元以上的为天科制冷压缩机生产项目。

这些新开工项目涵盖精密电子加工、制冷产品、农产品
深加工、现代商贸物流等领域，附加值高、科技含量高。尤
其是新开工的民权保税物流中心（B型），该项目是由海关总
署、财政部、税务总局、外汇局4部委批准设立，项目建成后
将以民权县庞大的农产品、葡萄酒产品、纺织服装产品市场
为依托，以保税物流为特色，引入标杆性的第三方物流企
业，不断提升中心辐射效益和聚集效能。

当日建成集中投产的4个项目是：爱德时代新能源科技项
目、乔威科技生产项目、英诺智冷科技生产项目、大一科技
项目。这些新项目投产后，可提供近千个就业岗位。

民权：

集中开工投产一批重大项目

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 10月28日，商丘海关驻民权办事
处正式挂牌成立，并对外开办业务。

经过前期充分准备，商丘海关驻民权办事处已实现关检业
务的全面融合，以后将以新海关、新职责、新格局全面开展海
关业务，职能更加优化、业务更加宽广、监管更加有力、运行
更加高效。商丘海关驻民权办事处主要承担进出口货物的接
单、征税、查验、放行，以及企业注册、减免税、加工贸易、
稽查、检验检疫和原产地签证等海关业务。

民权区位优越，交通便捷，是闻名全国的中国制冷产业基
地。商丘海关驻民权办事处正式挂牌成立，实现了民权县人民
把“国门”搬到家门口的美好愿望，为民权县开放发展提供了
一个更广阔更通畅的“出海口”；解决了辖区民权企业异地报
关的问题，打通了民权与国际接轨的绿色通道，将有效降低企
业进出口贸易成本，扩大企业出口规模，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商丘海关驻民权办事处
正式挂牌开展业务

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 10月28日，民权县在高新区举行
河南天利成铝模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开工仪式。

据县高新区管委会介绍，民权县始终把发展壮大民营经济
作为推动转型发展的重要战略决策，积极构建新型政商关系，
吸引了一大批企业在该县高新区相继落地，河南天利成铝模科
技有限公司在民权高新区“双创园”开工建设，必将推动当地
建筑产业绿色升级，为民权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新的力量。

据了解，河南天利成铝模科技有限公司项目是该县人和镇
的招商引资项目，项目总投资 5亿元，占地面积 374亩，建筑面
积 6万平方米，年产铝合金膜板 120万平方米。项目投产后，年
可实现产值 5亿元，利税5000万元，提供就业岗位1000多个。

河南天利成铝模项目落户民权

本报讯（许世峰） 10月 29日，民权县纪委监委召开“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特邀监督员征求意见座谈会，县
纪委监委班子成员、委机关相关部室负责人，以及来自人大代
表、党政机关、新闻媒体中的8名特邀监督员等20余人参加。

座谈会上，大家各抒己见，建言献策，从委机关领导干部
存在哪些问题、县纪委监委如何改进作风强化工作、如何加强
纪检监察干部监督等三个方面，结合各自工作实际，提出了加
强干部自身修养、加大各方面监督力度、继续加强警示教育宣
传力度，找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提出了具体的整改
建议和措施。

自主题教育开展以来，该县纪委监委多形式多渠道征求意
见，查摆自身不足，查找工作短板，深刻检视剖析。通过召开
座谈会、书面征求意见、设置征求意见箱等形式，听取群众对
委领导班子及党员干部存在问题的反映，以及对改进作风、改
进工作的意见建议。此次座谈会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的生动实践。

民权县纪委监委：

听意见找不足补短板

10月30日，霜降已过，凉意渐浓，秋染故道。据悉，
近几年来，民权县加大黄河故道生态走廊的保护力度，清
理了围堰养鱼网箱坑塘，拆除沿线的房屋、绿化了河岸。
目前，故道两岸水清岸绿、生态良好。这里是商丘市的饮
用水水源地。 本报记者 闫鹏亮 摄

10月31日，民权县野岗镇东户口村村民使用油沙
豆专用收获机在田间收获油沙豆。近年来，该镇将产
业结构调整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拓宽农民增收的
主渠道，根据地域资源优势着力发展特色种植业，利
用有限的土地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

本报记者 崔坤 摄

10月30日，民权县委党校2019年秋季第一期主体
班学员在校内体育场参加鼓动人生拓展训练项目。100
名学员在各类项目体验式学习中克服种种困难，配合
默契到位，真正达到了“磨练意志、陶冶情操、完善
人格、熔炼团队”的目的。

本报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颜鲁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