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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 博） 5月16日，全省重大项目谋划储备
专题培训班在郑州举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积极做好稳投资批示要求，同时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部
署，指导各地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增强项目谋划意
识、提升项目谋划水平，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为全省经
济社会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培训班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
举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吴祖明在主会场参加会议。我
市各相关部门在商丘分会场收听收看。

会议强调，要不断提升项目谋划水平，充分利用投资对
经济拉动的巨大作用，促进经济增长。要紧紧围绕“积极的
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的要求，扎实做好“六稳”工
作、落实“六保”任务，抓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申报工作。
要认真领会消化政策，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
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上来，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
克服疫情影响，切实把稳投资促增长工作做真做细做扎实。

会上，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等部门及招
商银行有关负责同志分别就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推进项目建
设，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申报政策，自然资源部门服务保障重
大项目建设，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实操及案例报告等进行专题
培训。

增强项目谋划意识
提升项目谋划水平

本报讯（记者 崔 坤） 5月15日，市委宣传部机关全体党
员干部在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全周的带领下，来到睢县睢
杞战役纪念馆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缅怀革命先烈、重温入党
誓词，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思想政治洗礼。

活动中，王全周代表市委宣传部机关全体党员干部向革
命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大家向烈士纪念碑默哀鞠躬，缅怀
先烈们的丰功伟绩。面对鲜艳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大家庄严
地举起右手、紧握拳头，重温入党誓词，以铿锵有力的誓
言许下不忘初心的承诺、扛起不辱使命的担当。王全周强
调，全体党员干部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进一步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理想信
念、勇于担当作为，为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落地生根作
出应有的贡献。

仪式结束后，王全周带领全体党员干部在讲解员的讲解
下参观了睢杞战役纪念馆。一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一个个
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一幅幅雄伟壮观的图片带领大家走进
历史的长河，使大家共同回顾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接受
了一次心灵的洗礼，进行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当日，全体党员干部还到嘉鸿鞋业、金振源电子、融媒
体中心、城郊乡保庙村、白庙乡土楼村进行实地参观考察。

市委宣传部到睢县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缅怀革命先烈
重温入党誓词

自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后，市政协委
员、市城管局党组成员、市园林绿化中心主任聂慧民
始终战斗在抗击疫情一线，在积极做好疫情防控的同
时，抢抓春季绿化大好时机，统筹兼顾，做到两手
抓、两不误。

聂慧民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坚持“疫情
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的理念，多次到市管重点
公园绿地现场检查防疫工作情况，第一时间部署汉梁
文化公园、华夏游乐园和市人民公园春节假期的闭园
工作，对一线工作人员进行防疫知识宣传教育并发放
防控知识手册，同时还积极组织抗疫捐款。

春季是推动全年园林绿化建设和管护工作的关键
时期，聂慧民针对防疫工作的客观情况，积极谋划部
署项目准备工作，自2月初起便多次带领技术人员和各
项目负责人到现场研究布置 2020年春季城区重点园林
绿化项目建设和绿化管护工作。聂慧民严格要求每天
对一线园林工人至少进行两次体温检测；每天上班
前、下班后对办公区域、施工车辆、工具、人员进行
全面消杀防疫，重点区域多次消杀。一线工人就餐采
取分散方式，就餐时人与人之间至少间隔一米五以
上；每天对车辆、人员、材料等实施登记、跟踪监测
和消杀防疫；在疫情防控响应机制解除之前，各工
地、班组每天向园林绿化中心报告疫情防控情况。随
着我市疫情形势逐步向好，汉梁文化公园和华夏游乐
园于2月27日起恢复开放。

3月份是园林绿化集中月，为了弥补疫情对春季绿
化工作的影响，聂慧民自我加压，带领园林中心全体
职工加班加点，全面推进春季园林绿化建设管护工
作，迅速掀起了园林绿化高潮。截至 3月 31日，市园
林绿化中心已开工园林绿化项目 19个，每天投入施工
人员 700 余人，机械车辆 90 余台次，已栽植乔灌木
2.9万余棵、地被模纹约 44500平方米，第一季度完成
投资约1.68亿元。

“在加快推进绿化项目开工建设的同时，我们严把
规划设计关、工程质量关和竣工验收关，加强后期养
护管理，全力打造一批量质并举、功能完善的园林绿
化示范精品。”聂慧民说，在积极做好市管道路、各公
园消毒防疫工作的同时，他们还做好各自管护范围内
保洁工作，预先准备物资和技术力量，全力打好杨柳
絮和春季病虫害防治攻坚战。

疫情防控不松懈
春季绿化抓时机
——访市政协委员聂慧民

本报记者 李娅飞

本报讯（记者 张 博） 5月15日，我市2020年夏季
欢乐购物节启动仪式在万达广场举行。活动期间，市政
府和商家将向消费者发放近700万元的消费券。

据悉，本次活动由市人民政府主办，市商务局、市
农业农村局、市工信局、商丘日报社、商丘广播电视
台、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承办，于当日启
动，至6月15日结束。

购物节主要活动有五项，分别是：2020年夏季购车
节、2020年夏季商丘名特优产品云上展销会、2020年云
上家电家居消费月、2020 年夏季云上餐饮促销活动、
2020年夏季商超购物节。

活动期间，市政府和商家将提供近 700万元消费券
向消费者发放，中国银联河南分公司将通过“云闪付”
APP向消费者发放 200万元消费券，给予购买燃油车和
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者 1000元和 2000元的购车奖补。消
费者可通过“云闪付”“商丘广电商城”“豫东国际食品
城”“商丘网”“易商网”“广电社区团”等平台领取消
费券。

本次购物节涵盖了市民的主要消费内容，政府补贴
范围广、商户优惠力度大、参与平台多、线上线下相结
合，将对促进我市消费回补、复商复市起到积极的推动
作用。

2020年夏季欢乐购物节电商运作平台是京九晚报商
丘在线和豫东国际食品城。商丘在线电商平台名特优商
品补贴红包领取办法和使用方法是：在微信上搜索“商
丘日报”“商丘网”“商丘新闻”“商丘在线”公众号，
点击“名优商品”子菜单即可进入电商平台；在微信上
搜索“京九晚报”公众号，点击下方的“晚报商城”子
菜单也可进入。进入后选择带有“名特优补贴商品”字

样商品，点击带有“2020年夏季商丘名优特产品云上展
销会”字样的红包额度领取，然后购买商品。

在电商平台上购买满25元价值的商品，可领取5元
政府购物补贴红包，满50元补贴10元、满100元补贴20
元、满 150元补贴 30元、满 250元补贴 50元、满 500元

补贴 100元。每人每天只有一次点击获取红包的机会，
不论额度大小。购买商品付款时，红包金额可抵扣同等
价值的购物金额，平台自动在总金额内减去红包额度。
每天在平台上发放的补贴红包先领先买，领完为止。如
当日领取的红包不使用，将在第二天自动作废。

政府补贴范围广 商户优惠力度大 线上线下相结合

我市2020年夏季欢乐购物节启动

““特殊时期特殊时期””代表委员的代表委员的““特殊作业特殊作业””
5月16日，睢阳区城管局工作人员走进临河店乡中心小学开展防溺水宣传活动，通过

在校园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结合典型案例面对面讲解的方式，向学生宣传防溺
水知识及基本的自救互救方法。 本报记者 邢 栋 摄

5 月 15 日，梁园区卫健
委、区计生协工作人员在进
行“国际家庭日”宣传活
动。当日是第27个“国际家
庭日”，市卫健委、市计生协
联合示范区社会事务局在

“商丘好人”主题公园举行以
“守护家庭健康、助力健康中
国”为主题的宣传活动，宣
传家庭的重要意义，提升居
民健康保护能力。

本报记者 吴 涛 摄

商丘市文明办
商丘日报社

联办

时政要闻

5月17日，市
民在商场购物。在
官方消费券的刺激
下，越来越多的市
民走出家门就餐、
购物。同时，各商
家也纷纷推出叠加
优惠，吸引市民进
场消费。我市各大
商场、餐饮企业逐
渐恢复昔日的火
热。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本报讯（季 哲） 5月 16日，第六次全省自强模范暨助残
先进表彰大会在郑州举行。会议表彰了全省自强模范、助残
先进集体和个人等，我市共有2个集体和9名个人受到表彰。

据悉，全省自强模范暨助残先进表彰大会每五年举办一
次，是给予残疾人事业战线突出贡献者及集体的最高褒奖。
本次我市受表彰的集体和个人分别为：“全省自强模范”：宁
陵寰泰电子商务及寰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人路柯（肢体
残疾），民权县李凯鞋业总经理李振凯（肢体残疾），睢县蓼
堤镇刘西村村委委员韩胜彪（视力残疾）；“全省助残先进集
体”：国家税务总局夏邑县税务局；“全省助残先进个人”：永
城市三峰服务站站长王峰，虞城县城关镇胜利街社区党支部
书记丁建培，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社会事务局驻李大夫庄村
第一书记李俊华（女）；“残疾人之家”：梁园区残疾人联合
会；“全省残联系统先进工作者”：夏邑县残联就业服务所所
长杨琳（女），宁陵县孔集乡残联理事长刘圣强，睢阳区闫集
镇残联理事长李永兵。

我市2个集体和9名个人
获省自强模范暨助残先进表彰

本报讯（记者 张 铨） 5月 15日，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
获悉，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日前对 2020年第一批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进行公示，我市冯桥红薯、柘城鸭
蛋被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目前，河南共有
131个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其中商丘有 14个，产品数量位
居全省前列。

据介绍，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是指在特定区域内生产、
具备一定生产规模和商品量、具有显著地域特征和独特营养
品质特色、有稳定的供应量和消费市场、公众认知度和美誉
度高并经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登录公告和核发证
书的农产品。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是经县级名特优新农
产品产业主管部门申请，地市级、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农产品
质量安全工作机构审核，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组
织相关专家进行技术评审最终确认。

近年来，我市农业农村部门积极培育名特优新农产品区
域公用品牌，引领农业经营主体打造知名农业品牌，对推进
农业高质量发展、培育地方特色农产品品牌、促进区域优势
农业产业发展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目前，睢阳区冯桥红薯
常年种植面积5100亩，柘城鸭养殖4.8万羽。

冯桥红薯、柘城鸭蛋被纳入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上接1版）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前提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决打好三大
攻坚战，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
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确
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会议指出，今年下一阶段，要毫不放松常态化疫情防
控，着力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
加积极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就业优先政
策要全面强化。要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着力稳企业保就
业。要依靠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发展新动能。要实
施扩大内需战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要确保实现
脱贫攻坚目标，促进农业丰收农民增收。要推进更高水平对
外开放，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要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推
动社会事业改革发展。要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持续整治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努力完成全年经济
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报讯（李文台） 新闻期刊
《中国地市报人》和《城市党报研
究》分别在今年第 5 期以《非常
时期舆论引领的担当和创新——
商丘日报全媒体战“疫”报道分
析》《非常时期舆论引领的担当和
创 新 —— 商 丘 日 报 全 媒 体 战

“疫”报道的探索和思考》为题刊
发文章，深入解读今年疫情以
来，商丘日报打破常规、主动出
击、创新手段，推出全媒体报道

的一系列举措和经验。
新春佳节，疫情突如其来。

商丘日报不等不靠，推出电子版
《商丘日报·疫情防控数字版特
刊》，实现了“春节假期停刊不停
报，‘纸’停‘报’不停”，有效引
导了舆论，让党媒的权威性和公信
力在关键时刻通过创新传播方式得
到彰显。省委宣传部《河南新闻阅
评》曾以《非常时期的非常担当》
为题给予专题阅评盛赞。

《中国地市报人》是中华全国
新闻工作者协会主管、中国地市
报研究会主办的新闻学术期刊，
《城市党报研究》为中国报协党报
分会会刊。两期刊分别对商丘日
报在疫情期间的创新做法进行了
细致解析，分“非常时期的非常担
当”“非常时期的非常例会”“非常
时期的非常使命”等三部分进行梳
理总结，充分肯定了本报在非常时
期的非常担当和发挥的积极作用。

《中国地市报人》《城市党报研究》分别刊文分析本报战“疫”报道

非常时期舆论引领的担当和创新

本报讯（季 哲）日前，由中
国新闻摄影学会地市报分会主办
的 2019年度地市报新闻摄影作品
评选活动日前在北京揭晓。本报4

件作品分获一、二、三等奖。
商丘日报获奖的作品是：郭

文剑拍摄的《钦州“蚝”情（组照）》、
《冬天里的春天（组照）》均获得一

等奖，崔申义拍摄的《发现“商”字
之美（组照）》获得二等奖，崔坤拍
摄的《宋忠慧：舞出精彩人生（组
照）》获得三等奖。

本报4件作品荣获中国地市报新闻摄影作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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