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1月24日 星期二 编辑 于 佳 投稿信箱 sqrbxq@163.com4

本版新闻统筹 邵群峰

简讯快报

欢迎关注
“商丘县区新闻”
微信公众号

睢阳新闻

“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
成。今天是个好日子，打开了家门咱迎
春风……”11月21日，李口镇李帽头村
的小青菜种植大棚里传来一阵男中音，
歌声虽不动听，但很走心。原来，村民
李永强家的第 5 茬大棚小青菜喜获丰
收，当天开始收割销售了。

“我承包了 2座蔬菜大棚，不到 4亩
地。这一茬青菜大概能收1.2万多斤，现
在的价格是 0.5元一斤，卖 6000元没问
题。”李永强一边算账一边搬着装筐的小
青菜开心地说，“现在入冬了，小青菜生
长进入缓慢期，但是再种两茬还是有保

证的，今年我种植大棚青菜的纯收益可
以突破12万元。”

据了解，李帽头村现有小青菜大棚
60余座，占地 130余亩，已初步形成规
模化。小青菜成熟周期短，春夏季生长
周期在 28 天左右，秋冬季 45 天左右，
一年能收获 7—8 茬，行情最好的时候
可以卖到 2 元一斤，行情最差时 0.2 元
一斤。大棚实行“错时种植”，有的棚
刚播撒小青菜种子，有的正处于生长
期，有的则已经成熟上市，这种“错时
种植”使得小青菜供应接连不断。

“李帽头村依托小青菜大棚种植，摸

索出一条助力农民增收致富的特色种植
之路，很多村民因此受益。现在，村民
的腰包鼓起来了，获得感、幸福感更强
了。”李帽头村支部书记江科学提起大棚
青菜种植，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受此启发，李口镇前苗村也开始
着手投建蔬菜大棚。据了解，该村此
次项目共新建 70 余座大棚，占地 190
余亩，项目总投资 450余万元，预计可
吸纳建档立卡贫困户 700多户。大棚建
成后，将采取承包的方式出租给农
民，运用先进的生态型农业技术保障
种植生产，先行扶持有劳动能力的贫
困户参与大棚种植，形成有规模的支
柱农业产业，打造特色蔬菜品牌，村
集体经济也会因此壮大。

对蔬菜大棚的发展前景，前苗村党
支部书记武崇印信心满满：“为了确保大
棚蔬菜产业长远发展，增强承包户的发
展信心，我们村正在积极解决大棚周边
的交通和用水、用电问题。项目建成
后，承包户可以大胆参与、放心种植，
贫困户也能通过从事劳务和保底分红等
从中受益。只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就一定能把蔬菜大棚打造成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的‘聚宝盆’，让全村群众
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增收致富。”

李口镇党委书记张明亮表示，该镇
蔬菜大棚建设不仅提高了土地产出率、资
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实现了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也激活了产业结构调整工
作的“一江春水”和农业发展新动能。

“这一座座蔬菜大棚不光‘种’出了农民
丰产增收的新路子，也‘销’来了农民脱
贫致富的新希望，将来会有更多的蔬菜大
棚飘出悠扬欢快的幸福歌声。”

李帽头村

蔬菜大棚传出幸福歌声蔬菜大棚传出幸福歌声
本报记者 邵群峰 通讯员 李庆博

本报讯 （记者 邵 群 峰 通讯员
李 琳）“以前那路坑坑洼洼不好走，
我种的草花都很难拉出去。现在，政
府把路给修好了，正赶上草花上市，
今年比去年多收入了一两万块钱，这
条路真是群众的‘财富路’啊！”11月
21日，路河镇侯小元村村民李允停开
心地说。

走进睢阳区路河镇侯小元村，一
条条新修的通村入组水泥路平坦洁
净、四通八达，全村 3000多名群众终

于告别晴天的“扬灰路”、雨天的

“泥水路”，实现了“晴天不起土、雨
天不踏泥”的夙愿，满足的笑容挂在
每个人的脸上。

据了解，侯小元村因是淤地，道
路未修建之前不仅路窄，而且坑洼连
片，严重影响群众生产生活。为了方
便群众出行，帮助群众发展产业，加
快致富步伐，路河镇党委政府在通过
调研走访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结合
该村实际，明确了“要想富先修路”
的发展规划。镇党委政府通过积极争
取、多方协调，加上群众自筹部分配

套资金，决定以侯小元村王庄组为起
点，修通王庄组—烟庄、王庄组—侯
小元组、农场—新关庄组—陈老寨组
—老关庄组、刘新庄组—红旗组—王
小元组共4条通组道路，外加侯小元村
整村道路硬化。10月 19日，侯小元村
响起阵阵机器轰鸣声，总里程长达六
七公里的村道项目正式动工。

“以前每次开群众会协商村里事
务，总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开会就是
来听村民吵架的。”侯小元村党支部书
记李学亮感慨道：“经过整整一个月的

艰苦努力，现在路修通了，出行方便
了，群众致富路子宽了，群众也不再
对党委政府说三道四了，党群、干群
之间的感情桥梁就这样被我们用行动
构建起来了。”

路河镇党委书记陈允璨表示，该
镇党委政府将竭尽所能，多为群众办
好事、办实事，并把农村道路建设作
为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的切入点和
着力点，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全力
打通群众致富奔小康的“最后一公
里”，助力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

侯小元村

村庄告别泥巴小路 群众走上致富大道

本报讯（记者 邵群峰）日前，2020年第三次农产品地理
标志产品审定和品质鉴评会传来喜讯，“睢阳黄花菜”与我市
的虞城黄冢花生、梁园辣椒、民权葡萄、夏邑板山羊共5个产
品顺利通过评审，成功跻身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行列。

黄花菜又叫金针菜，原名萱草，古称“忘忧草”，属百合
科，多年生宿根草本，花蕾呈细长条状，有芳香气味，每年
春、秋两季采收。因其花瓣肥厚，色泽金黄，香味浓郁，食
之清香、鲜嫩、爽滑，被视作“席上珍品”。黄花菜性味甘
凉，科学研究表明，其有止血、消炎、清热、利湿、消食、
明目、安神等功效，对失眠、头晕、耳鸣、心悸、水肿等有
疗效，可作为病后调补品。

据了解，黄花菜在睢阳区种植历史悠久，上世纪 90 年
代，黄花菜的商品性和经济价值被逐步发掘，全区种植面积
一度达到4万亩，产量高、品质好，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
产业。在《商丘县农业全书》中，曾有“棉花小麦银山连金
山，油菜金针菜花接黄花”的记载。目前，睢阳区黄花菜种
植面积已由前几年的不足3000亩发展到约2.5万亩，发展空间
大，前景广阔。

在此次审定品鉴过程中，专家们通过实物观察、听取汇
报、现场品尝、讨论答疑等环节，一致认为：睢阳区地标产
品“睢阳黄花菜”花蕾丰满，气味清香，颜色鲜艳而有光
泽，烹调后口感细腻、绵软，回味悠长。特色突出、品质优
良，具备独特的种植环境和悠久的人文历史，产品符合农业
农村部农产品地理标志申报的品质品鉴要求。至此，全区已
获得登记保护的地理标志农产品达到6个，位列全市第一。

近年来，睢阳区坚持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抓手，
大力实施现代农业提升工程，全面突进农业高质量发展，以
李口西瓜、娄店芦笋、郭村土豆和黄花菜为主的特色农业发
展迅速，产业规模、发展质量、经济效益实现新突破，迈上
新台阶。

“睢阳黄花菜”顺利通过产品审定和品质鉴评

睢阳区国家“地标”农产品再添新成员

本报讯（记者 邵群峰） 为进一步做好冬季大气污染防
治，努力改善城区空气质量，近日，睢阳区市政建设局全面
加强冬季扬尘防控，针对保障性住房、市政道路建设等各项
重点民生工程，开展施工工地及道路扬尘污染专项整治行
动，取得明显成效。

强化宣传引导。成立扬尘防控专班，班子成员带队深入
建筑工地，通过宣传讲解扬尘治理相关规定，深刻强化工地
施工人员的扬尘治理意识，做好文明施工管理工作。

强化巡查监管。制定奖惩措施，扬尘防控巡查队员对在
建工地严格要求，对洗车平台设置不规范、轮胎带泥上路等
情况进行严格排查，并对施工工地喷淋设施进行全面监管，
要求施工现场全部采取湿法作业，从污染源头加强管控。同
时，严格按照渣土运输管理规定，重点整治渣土、散体物运
输过程中“滴、漏、洒”污染路面等问题。

强化问责整改。对部分不合格建筑施工企业采取集中约
谈和个别约谈的方式，要求施工单位对洒漏和扬尘污染进行
整改。特别针对地面扬尘进行防治，抑制施工中带来的扬尘
污染。凡整改不到位或不进行整改的，将开出罚单并启动问
责机制。

通过此次专项整治活动，目前已整改问题5处，扬尘整治
效果明显。各施工单位切实强化了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在
加快推进民生工程建设进度的同时，坚决打好全区冬季“蓝
天保卫战”，进一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再上新台阶。

睢阳区市政建设局

“三个强化”做好冬季扬尘防控

本报讯（记者 邵群峰）为引导广大党员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分发挥乡（镇、街道）
党校教育培训基层党员作用，根据新时代党员教育培训工作实
际需要，日前，新城街道党工委党校被省委组织部命名为省级
党员教育培训示范性街道党校。

近年来，新城街道党工委高度重视党校在党员干部素质教
育中的“主阵地”作用，积极探索和支持新时代街道党校建设
的新方法和新途径，持续加大党员教育培训力度，不断提升党
校“软硬实力”，坚持精准施教、精致授课、精细研究，认真
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学习教育
和集中培训覆盖每名党员。截至目前，该校已对基层党员、入
党积极分子、“两新”组织党员、科技人才等开展培训班 156
期约3万人次。

坚持夯实办学基础。一手抓硬件、一手抓软件，确保投入
有保障，管理有秩序，指导有力度。新城街道党工委党校占地
约500平方米，街道党工委书记任校长，专兼职教师12人，各
种硬件设施齐全，为教学提供有力保障；完善党校制度，制定
党校工作职责、学藉管理办法、学员考核评定办法、学员纪律
守则等制度，严格按照制度办学。

坚持丰富培训内容。党校根据中央和省、市、区委指导精
神，结合街道实际，制定年度培训计划，合理安排培训课程。
每年确定一个培训主题，课程设置循序渐进，包含党章党纪专
题培训、观看爱国影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专题教
育等内容，邀请省、市、区委党校和有关大学院校著名教授授
课，确保教学质量。

坚持创新教育形式。党校通过“讲授+自学”的方式，确
保学员及时消化教学内容；采取“请进来讲+走出去看”的方
式，保证教学生动深刻。同时，结合实际，开展基层党员思想
教育大会、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万名党员进党校等系列培训活动和专题演讲比赛，使教
育与实践联合起来，真正培养出一批具有创新意识、奉献意
识、先锋模范意识的学员。

新城街道党工委党校获全省殊荣

本报讯（记者 邵群峰）“真没想到我一个电话就把个
人信息备注好了，真是太感谢你们了。”11月20日，睢阳区
宋集镇陈各村村民陈三妮拿到新户口簿后异常激动，困扰
已久的姓名问题终于圆满解决。

据了解，陈三妮在 1996年外出打工办理“五险一金”
手续时，姓名被登记成“陈三倪”。由于当时没有认真核
对，致使后期办理其他事项时，出现了姓名与身份证、户
口簿不符的情况，屡屡受阻，非常麻烦。因其本人已嫁到
外地，宋集派出所查不到其户口信息，办理相关证明受
限，于是她打通12345便民服务热线反映了此事。宋集镇接
到工单后，明确专人负责，抽调镇热线服务办公室、派出
所、包村干部以及村干部联合走访调查，证实了她以前确
实用的是“陈三妮”这个名字，于是及时开具相关证明。

今年以来，宋集镇把12345便民服务热线工作作为为民
服务、为民解忧的重要抓手，不断在工作中改进方式方
法，不讲条件、不讲价钱积极主动参与到群众反映的问题
处理中去，切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热线问题无小事，民生问题大于天。对热线交办的各
类问题，及时反馈主要领导并转办各业务办公室，真心实
意地听取群众反映的问题，杜绝敷衍了事、互相推诿扯皮
的现象发生。该镇安排专人负责12345便民服务热线工单的
日常收发、回复，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与诉求，及时受理，
按时办结，确保在办结时限内完成回复。对热线交办的问
题，全面推行“立即就办”，切实落实“谁受理、谁负责，
谁承办、谁担责”工作机制，通过耐心细致地了解来电人
的真实意图，帮助其解决问题。同时，认真走访来电群
众，对群众反映的合理问题及时解决；不能解决的要向其
说明情况，确保群众不因事情未处理好而反复拨打12345热
线，真正把矛盾消化在基层，努力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
境。

宋集镇以做好12345便民服务热线工作为契机，凝聚民
心民力，情系百姓冷暖，努力满足群众多元化、多样化、
多层次的服务需求，架起了党委政府与群众的连心桥。今
年以来，全镇共受理 12345 热线事项 105 件，已及时化解
105件，按时限化解率达100%，随访满意率100%。

宋集镇

“12345”成为党群“连心线”

近日，一名女工在焊接童车骨
架。临河店乡程庄村是远近闻名的
童车加工专业村，共有童车生产企
业56家，年产童车约1000万辆，不
仅带动村里 124 户贫困户脱贫，还
为临近乡村提供了约 200 人的就业
岗位。依靠童车产业，当地群众收
入不断增加，该村集体经济持续壮
大。 本报记者 邵群峰 摄

11月22日，睢阳区高辛镇顺仕
服装厂女工正在赶制生产订单。该
厂投产以来，生产规模逐渐扩大，
带动脱贫能力逐步增强，为助力脱
贫攻坚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报记者 邵群峰 摄

开新局

笑逐颜开的李永强把刚装筐的小青菜上秤称重。 本报记者 邵群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