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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娅飞） 4
月 16 日，省政协副主席李英
杰带领部分省政协委员到宁陵
县就“一县一品”和脱贫攻坚
工作进行调研。省政协农业和
农村委员会主任李柳身、省农
业农村厅副厅长刘保仓一同调
研，市政协主席曾昭宝陪同。

李英杰一行首先来到中国
农科院宁陵酥梨试验站，与梨
产业科技人员深入交流，详细
了解酥梨种植新模式和酥梨新
品种培育及推广情况。据介
绍，该试验站由河南省梨产业
科技特派员服务团派出单位中
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与宁
陵县人民政府联合建设，通过
院地合作，充分发挥科研院所
人才、技术优势和宁陵特色产
业优势，进一步解决制约宁陵
酥梨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助
力脱贫攻坚。李英杰对该试验
站充分发挥人才和技术优势，
进一步做好酥梨优化改良、品
种引进、品质提升，带动农民
实现稳步增收给予充分肯定。

李英杰指出，宁陵县要高
起点、高标准、高质量规划设
计试验站，积极推进基础设施
建设，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确
保早日建成投入使用。要依托
酥梨试验站，加大科技研发投
入，积极开展新品种、新技
术、新模式、新产品、新设备
的研发、试验和示范，进一步
推动宁陵酥梨产业提质增效，
擦亮宁陵酥梨产业名片，促进
宁陵酥梨产业由传统粗放型向
产业规模型及高效集约型现代
农业转型升级。

在宁陵县阳驿乡袁庄村大
棚葡萄种植基地，李英杰详细
了解产业发展及产业带贫情
况，并与种植户亲切交谈，询
问他们葡萄种植、产量、销
售、效益等情况。得知该基地
可带贫1000余户贫困户并实现
产销两旺时，李英杰感到很欣
慰。他希望宁陵县充分发挥自
身优势，进一步壮大种植规
模，坚持绿色有机食品标准，
努力打响宁陵农产品品牌。同
时在坚持标准化种植的基础上
突出产业特色，做好 “农
旅”结合文章，把葡萄种植和
特色农业、生态旅游采摘等相
结合，努力把产业做强做大，
带动更多农民增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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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甩锅侠”，是网络流
行词，指那些不敢担当，
总是把责任和问题推给别
人的人。

现实中的“甩锅侠”，
普通百姓中有，党员干部
中也有。有的机关领导，
对上面安排的任务，不研
究自己应该干些什么，也
不研究当地的实际情况，
机械地分摊下去，还层层
签订“责任状”；有的部门
干部，直接把自己职能范
围的事分解给基层，自己
只管统计数据、检查督
查、考核打分。

转发文件“甩锅”，分
配任务“甩锅”，督查检查

“甩锅”……“甩锅侠”干
部不仅仅事前甩，还有事
中甩、事后甩，最后 “锅
锅”砸向基层。这种上级

“甩锅”基层的行为，是新
的形式主义，必须得治。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
厅印发了 《关于持续解决

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提供坚强作风保证的通
知》，针对这种“甩锅”行
为，开出了治理“药方”：
厘清不同层级、部门、岗
位之间的职责边界，按照
权责一致要求，建立健全
责任清单，科学规范“属
地管理”，防止层层向基层
转嫁责任。

为官避事平生耻。干
部干部，干是当头的，既
要想干愿干积极干，又要
能干会干善于干。“在其位
不谋其政”，不仅会损害群
众的利益，也反过来阻塞
了自己的成长通道。每一
位党员干部都要牢记初心
和使命，恪尽职守、扛起
责任，勇做“担当侠”，不
当“甩锅侠”。

干部别当“甩锅侠”
□胡绪全

严防死守控疫情 凝心聚力研学情 隔空拥抱送温情
——商丘市回民中学超长假期全校抗疫工作综述

▶▶T1—T4版▶▶4版、5版

“疫”散花开，万物向好。4月13日，记者
驱车沿着平坦的水泥路驶入睢县白庙乡土楼
村，道路两侧的花池整齐别致，正在施工的长
廊曲转悠回，几近成型的中原传统风格艺术村
落映入眼帘。

土楼村的艺术嬗变还要从 2018年说起，负
责该村脱贫攻坚帮扶工作的县政协副主席冯新
芳，从洛阳请来画家教村民工笔画，从此，为
当地群众打开了一扇脱贫致富的大门。两年
来，来自北京、郑州、洛阳、商丘等地的艺术
家们相继在该村租赁并打造出集工笔画、书
法、写意画、油画和艺术衍生品创作以及餐
饮、民宿等40多处农家艺术小院。

走进该村文化宣传员杜雪梅家中，一间被
改造成绘画工作室的房间墙壁上挂满了她的作
品。“现在不光俺村的，周边村的人知道画画能
挣钱，越来越多人报名学画画。离家近，不耽

误干农活还能挣钱补贴家里。”杜雪梅说，土楼
村“文化扶贫大院”挂牌成立时，她就开始学
工笔画，到后来发展到自己画门画，年收入近
万元。最后，她不仅脱了贫，还成为了村里的
文化宣传员。

现年 76岁的村民蒋家会，中专毕业后，平
时为村里的红白事、春节等，书写喜联、挽
联、春联等。蒋家会后来知道村里请来了专业
的书法家，便主动登门“取经”。“过去在家闲
着没事干，写写字预防老年痴呆，字体也不讲
究。通过老师的指点，我写的字通过老师也能
卖钱了。年前我写了2000多幅春联挣了2000多
块钱！”蒋家会乐呵呵地指着门上贴的自写春联
说道。

目前，土楼村的文化产业“百花齐放”，文化
旅游产业链不断延伸，大多数群众参与到“食、
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中，把文化、健康、养
生、养老、休闲等多元化功能融为一体，形成了生
态环境较好的特色乡村，自今年复工复产以来，
到土楼村观光旅游的有1万余人。

“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是促进当
地群众增收致富。”冯新芳说，下一步该村将以文
化教育、绘画与书法创作、文化艺术衍生品以及
餐饮、民宿等文化产业为规划主线，走文化和旅
游融合发展的路子，促进当地产业的提档升级。

土楼村：文旅融合 百花齐放
本报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陆 曦

土楼村旁的惠济河两岸风景如画，吸引很多外地人到此观光旅游。
本报记者 黄业波 摄

【编辑 王义才】

据新华社武汉4月16日电（记者黎云 贾启龙）经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在圆满完成承担
的武汉火神山医院、武汉市泰康同济医院、湖北省妇幼保健
院光谷院区确诊患者医疗救治任务后，采取民航包机和铁路
运输投送方式，陆续离开武汉完成回撤。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人民军队坚决贯彻习近平主席
重要指示，自 1月 24日开始，从陆军、海军、空军、火箭
军、战略支援部队、联勤保障部队、武警部队多个医疗单
位，分3批次抽组4000余名医务人员，支援武汉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从支援武汉金银潭医院、武昌医院和汉口医院病
区，到进驻武汉火神山医院、武汉市泰康同济医院、湖北省

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军队医务人员牢记人民军队宗旨，闻
令而动，勇挑重担，敢打硬仗，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
在疫情防控战场上发起一次次冲锋，全力保护人民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冲锋在前、顽强拼搏，
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大战中践行初心
使命、交出合格答卷。

执行任务期间，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加强组织领导、密
切军地协同、坚持科学施治、搞好自身防护，全面做好医
疗、护理、防控、保障等工作，3家抽组医院展开床位 2856
张，累计收治确诊患者7198名，圆满完成医疗救治任务，实
现了“打胜仗、零感染”。

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完成任务回撤

商丘战“疫”县市区巡礼梁园篇

本报讯（记者 祁博） 4月 16日，市委书记王战营、市长
张建慧带队，全市重点工作观摩点评活动在宁陵、睢县、民
权、柘城、梁园区继续进行。

观摩团成员先后来到宁陵县四湖棚户区改造项目、牧原
生猪屠宰项目、阳驿乡袁庄村温棚葡萄基地；睢县城关镇袁
庄村、城郊乡保庙村、北湖景区凤鸣岛文旅项目、足力健制
鞋产业园；民权县保税物流中心、安澜湖生态公园、王桥镇
韦博种植专业合作社、绿洲街道办事处史村铺村；柘城县惠
济乡现代农业产业园、宝晶新材料项目、金沙社区“一有七
中心”、周火神庙城中村改造项目；梁园区高铁安置区A5地
块、五得利面粉二期项目、王楼乡韩庄村、平原街道办事处
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等实地观摩。

在持续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全力推进复工复产、逐步恢
复生产生活秩序的关键时期，从企业车间到农田大棚，从棚
改拆迁现场到社会治理的关键环节，全市都展现出一派加快
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喜人景象。从观摩中，大家查找了不
足、学习了经验，更坚定了抓好下步工作的信心。

陈向平、周树群、曾昭宝、吴祖明、张弛、王全周、牛
亚东、罗军、梁万涛等市领导和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
责同志、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观摩。

全市重点工作观摩点评活动继续进行

▶王战营、张建慧带领观摩团成员在宁陵县四湖棚
户区改造项目现场观摩点评。 本报记者 傅青 摄

4 月 16 日，在
梁园区李庄乡闫庄
新村高效果蔬产业
园 高 效 农 业 温 棚
内，工人在采摘樱
桃番茄。近年来，
梁园区积极引导扶
持当地农民调整种
植结构，种植优质
经济作物，发展高
效农业，促进脱贫
攻坚，稳定增加农
民收入。
本报记者 邢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