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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位于示范区的中德 （商丘） 智能产业小镇、
新吉奥控股集团高端城市微卡两个重特大项目开工，并
有4个项目签约，为“十四五”新征程起好步、开好局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近年来，示范区党工委、管委会坚持以项目引进和
建设为总抓手，在完善硬件的同时大力推进“放管服”
改革，通过各种创新方式抢时间、抓先机，使项目引进
和建设力度不减、热度不降、进度不松、战果不断：投
资36亿元的神火双零铝箔、投资30亿元的商丘动漫文化
科技产业园、投资27亿元的金融中心、投资18亿元的新
吉奥控股集团商丘基地、投资16.1亿元的北汽福田新能源
汽车、投资16亿元的万达广场等一批投资15亿元以上的
重特大产业项目先后开工或建成投产，以及中欧 （商郑
欧）国际班列开行，擦亮了示范区高质量发展的底色。

实现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和全面建设现代
化示范区，更离不开项目引进和建设。今年，示范区党
工委、管委会遴选15名优秀青年干部充实到招商引资一
线，并出台相关政策措施，以更大力度瞄准中高端项目
发力，努力以“加速度”跑在前面，在高质量发展上起
到示范引领作用。

用项目擦亮高质量发展底色
● 黄 河

汉酱135BC大家说之三

老公爱喝酒，为这事我
没少跟他吵架。

当初谈恋爱时，我就发
现他爱喝酒，经常和他那帮
子“狐朋狗友”吃吃喝喝。
我当时没有在意，觉得男人
嘛，谁没有几个朋友？等结
婚后有了家庭，“工作重心”
就该转移了。但结婚后，他
还是我行我素，经常喝得醉
醺醺的回家。好几次他回到
家，吐得一塌糊涂，我是又
生气又心疼。

实话实说，我老公这个
人还是不错的。他不吸烟、
不打牌，老实忠厚，人缘也

好，可就是经常在外面喝
酒。我多次想过，只要他不
出去喝酒，我可以给他买酒
让他在家里喝。

几天前他生日，他的几
个朋友以给他过生为由约他
出去喝酒。他生日那天刚好
是个星期天，我上午就到市
场买好了菜，为了不让他出
去喝酒，我准备给他买一瓶
好酒。可我到市场一看，傻
眼了，多个品种、各个档次
的酒都有。我顿时没有了主
意，就打电话给我“酒经沙
场”的同事。他向我推荐了
汉酱 135BC，说这酒是茅台

集团系列产品，以优质高
粱、小麦为原料，按照贵州
茅台酒工艺生产，与茅台酒
同宗同源，一脉相承。我就
准备买一瓶汉酱 135BC，一
问价格一瓶 1000多元，我有
些犹豫。转念一想，老公过
生日，管它多贵，只要能喝
出健康、喝出夫妻和睦也值
了。我破天荒地给老公买了
一 次 白 酒 ， 而 且 是 汉 酱
135BC这样的好酒。

回到家，老公看到我给
他买的白酒，有些受宠若惊，
主动烧菜做饭。不一会儿，老
公手机响了，他跑到阳台小声

说：“这次真的不能再出去喝
了，你嫂子给我买了瓶好酒，
我得在家陪她……”我偷偷
笑了。

打开酒瓶，满室飘香，
老公说我买的汉酱 135BC 酱
香浓郁、绵甜净爽，真是好

酒。看着老公喝得津津有
味，平时不喝酒的我，也不
禁倒了一杯，与老公共饮。

我 用 一 瓶 汉 酱 135BC
“拴”住了老公，我们家响起
了欢笑声……

（王 霞）

为爱干杯

宁陵县逻岗镇大周庄村马广
欣的大伯马永良定居台湾。前些
年，马永良常回家乡看看。马永
良爱喝酒，马广欣招待大伯自然
少不了用白酒。

要说喜欢喝哪种酒，马永良
对茅台酒称赞不已，可茅台酒在
台湾是轻易喝不到的。每次他回
家乡探亲走的时候，都要捎带些
茅台酒回台湾，很受在台湾定居
的老兵欢迎。茅台酒喝完，马永
良就用茅台酒瓶装上日月潭的水
摆在家中观赏，以此了却思乡的
心愿。

近期，马永良转道香港回到
老家，他的侄子给他买了两瓶汉
酱 135BC，告诉他说这也是茅台
酒厂的出品，让他尝尝。马永良
第一次品尝到汉酱 135BC，绵柔
酱香的风味令他伸出大拇指说：

“汉酱 135BC传承了茅台酒的酱香
和中华民族的酒文化，一个字：
中!我回去时也要带走些，让我的
朋友尝尝这汉酱135BC。”

从这里可以看出，酒文化也
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篇章。一
瓶白酒，在某些方面也体现出了
两岸情。 （李应华）

小小一瓶酒
浓缩两岸情

平安街道平安街道办事处办事处

夯实夯实基础谋发展基础谋发展 提升群众幸福感提升群众幸福感
本报讯（记者 马晓伟 通讯员 郑新胜） 2020年

以来，平安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紧紧围绕学习贯彻十
九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这一主线，以党的建设为统
领，以疫情防控为检验，以作风建设为保障，聚焦

“四个不”工作，在稳就业、改环境、促发展等方面
下苦功，切实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党建统领不动摇，筑牢高质量发展保障。该街道
党工委注重夯实基层基础，把党的建设工作“抓在手
上”，在“疫情防控”这一中心工作上，深入推进由
社区党组织、党员、物业三方介入，并交叉任职的

“红色管家”服务体系。以服务群众为出发点，建立
党员志愿者服务队 4支，200多名党员无偿在卡点值
班，帮隔离群众购买生活用品，涌现了“抗疫商丘好
人”贾发启、“抗疫优秀党员”李伟利等一批先进模
范人物。在区域联建方面，该街道积极推动社区与驻
区单位、企业等跨区域联建模式，示范区审批服务局
等单位的 100 名党员自发到社区报到，各自发挥特
长，做好各项服务工作；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深化
拓展特色党建模式，以社区为载体，在和风社区探索
出“社区党委-基层党支部+物业公司-楼栋党员中心
户-群众”五级联动社区治理模式，形成了“事务共
担、资源共享、文明共创、家园共治”的良好局面。

“双改”提升不放松，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为了
改善环境，平安街道办事处通过积极走访调查，对群

众、商户反映强烈的生活环境问题建立台账，精耕细
作、整改销号，重点整治中意建材市场、吴河农贸市
场周边车辆乱停乱放和污水横流等，探索推动沿街门
店自治自管机制，形成深入推进精细化管理工作的有
效辅助力量。平安街道办事处积极探索道路共建共享
模式，对淮河路进行整体改造提升，使周边环境焕然
一新。

在老旧小区改造方面，该街道充分发挥社区党支
部主导作用，搞好宣传发动与意见收集，通过实施“一
征三议两公开”工作法，在学习观摩先进单位优秀成
果、反复征集群众意见建议的基础上，聘请专业公司定
制化设计，集民智、聚民力、凝民心，形成了共建共治共
享良好工作局面。在项目推进过程中，成立老旧小区
改造提升工作领导专班，由主要领导总牵头，分管领导
具体负责，多名党政班子成员共同参与，实行挂图作战
模式，坚持每天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解决项目实施过程
中遇到的问题，做到问题不解决不过夜、群众不满意不
收兵。2020年完成市林业局家属院、联通公司家属院、
一高家属院等 7 个小区共 28 栋楼房改造，改造面积
11.55万平方米，涉及居民 890户。

经济建设不松劲，破解高质量发展难题。2020
年，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辖区的项目建设受
到影响，在京九粮库、和畅社区等项目建设中，有不
尽人意的地方，在示范区召开决战决胜第四季度经济

建设动员会之后，该街道党工委、办事处进一步提升
认识，明确时间节点，实行挂图作战，攻坚克难，确
保第四季度决战决胜获得全面胜利。发挥非公企业党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全力做好疫
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按照企业复工复产疫情防控
工作指南严格督导，发挥党组织和党员联系职工群众
作用，把党组织活动与复工复产结合起来，辖区大鹏
塑编、传化公路港等 30多个企业率先复工，实现了
应复尽复。

以民为本不懈怠，补齐高质量发展短板。平安
街道办事处始终以民生优先为总基调，以“六稳六保”
为引领，确保提升居民幸福感、获得感。在平安社区
安置房分配工作中，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集
中时间、集中力量，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加快推
进安置房分配步伐，2020 年完成了 2000 多套安置房
分配工作，平安安置房二期分配准备工作已经完
成。为就近为辖区居民解决就业问题，平安街道办
事处组织举办多场“追梦未来，职等你来”专场招
聘会，安置 300 多名人员在小鸟车业、星林电子等
工厂就业。该街道以 12345政务服务热线为平台，积
极解决群众反映的热点问题。2020 年，通过
12345 热线解决群众反映的各类问题
1032 件，进一步密切了党群、
干群关系。

本报讯（记者 马晓伟）近期，示范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
有关全面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各项政策规定，持续加大
工作力度，切实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为确保社会大局和
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建立机制。要启动战时机制，明确案件指挥长，复杂案件
主要领导要亲自挂帅，组织区人事和社会保障局、住建局、城
市管理交通运输局、农业农村局干部到信访接待大厅工作，成
立工作专班，集中收集、分类处置、专班处理，集中精力化解
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要向指挥长下发督查单，指挥长要一管
到底，确保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及时化解，如出现非法上访情
况，将严肃追究指挥长和业务主管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责任。

分类施策。对于政府工程，要带头遵法守法，充分发挥财
政资金杠杆撬动作用，加快结算，逐步拨付，保障建设资金和
农民工工资；要逐人核算拖欠数额，设立工资专户，约谈劳务
公司，确保社会稳定。对于社会楼盘，现有房建项目要和问题
楼盘分开处理，问题楼盘要做好稳控，严厉打击“一房二卖”
等欺诈行为，对于恶意欠薪、恶意诉讼等行为要依法依规处理
到位。

示范区

全面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本报讯（记者 马晓伟 通讯员 李俊华）“一人立功，全家
光荣”，1月7日，示范区社会事务局与民欣街道办事处、民欣
人武部、民欣退役军人服务站的同志一起为现役军人张龙的家
人送去了立功喜报和慰问金。

来到张龙家所在的社区，工作人员为张龙的父母披上绶
带，得知消息的村民和亲朋好友纷纷上前向他们表示祝贺。随
后，慰问组一行向张龙的父母送上喜报和慰问金，感谢他们为
部队培养输送了优秀人才、为家乡赢得了荣誉。

据悉张龙入伍以来，牢记使命担当，工作积极主动，这是
他 2013年立功后再次建功军营，2020年他因工作成绩突出荣
立三等功一次。

示范区社会事务局

为立功现役军人家庭送喜报

本报讯（记者 马晓伟 通讯员 高亚坤）近期，示范区农
业农村局组织人员开展全区涉农企业冬季消防安全大排查，进
一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防范全区农业农村系统安全
事故的发生，确保安全过“双节”。

检查组重点对各行业企业场所内的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是否
建立健全、消防设施设备是否完整好用、防火分隔设施设备是
否符合相关要求、消防通道是否畅通无阻、是否采用易燃可燃
材料进行装修、员工是否进行消防安全知识培训、消防档案资
料是否齐全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对发现的隐患问题下达整改通
知书，要求相关企业限期整改到位。

此次消防安全大排查，进一步增强了各企业的安全防范意
识，营造了安全、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为全区农业农村系
统安全形势长足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示范区农业农村局

开展涉农企业冬季消防安全排查

本报讯（记者 马晓伟 通讯员 陈云乐）征兵工作启动以
来，贾寨镇及时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征兵工作，成立贾寨镇
2021年征兵工作小组，对全镇适龄青年进行全面摸底调查，
建立台账，了解适龄青年的去向、家庭情况、参军意愿，做到
底子清、情况明，为征兵工作提供组织保障。

利用逢集日设立征兵咨询点，采取入户走访、悬挂横幅、
微信群等方式向适龄青年家庭宣传《国防法》《兵役法》和征
兵工作条例，激发广大适龄青年报名参军的爱国热情。

贾寨镇人武部结合各村前期摸排情况，对春节返乡适龄青
年和在校大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跟踪服务。对于有入伍愿望和
符合条件的人员，宣讲参军优惠政策和退伍安置政策。 通过
征兵工作的开展，全镇上下形成了“一人参军，全家光荣”

“履行兵役，献身国防”的浓厚氛围。

贾寨镇

扎实做好2021年征兵宣传工作

▲1月9日，工作人员在铝箔加工车间忙碌着。示
范区神龙宝鼎年产10.5万吨高端双零铝箔项目总投资
36亿元，产品定位为高端铝箔及高档医药包装用铝
箔，目前项目部分生产车间已投产运行，全部建成
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值30亿元，利税3亿元。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1月10日，工人在钢卷尺生产线上忙碌着。示

范区江华工量具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科研、开发、生
产、销售为一体的现代化工量具生产企业，可年产各
类工量具近亿件，其中激光测距仪50万把、水平仪30
万台，产品畅销国内外。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平安社区安置房一期交房平安社区安置房一期交房。（。（资料资料
图片图片））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崔崔 坤坤 摄摄

平台街道办事处文明城市创建志愿平台街道办事处文明城市创建志愿
者者。。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马晓伟马晓伟 摄摄

平台街道办事处改造后的老旧小平台街道办事处改造后的老旧小
区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马晓伟马晓伟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