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26日，示范区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会议要求公共
预算财政收入增速要全市第一；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要进入
全市前三位； 1—2项工作在全市起示范引领作用；每个
乡 （镇、街道） 要有2—3个亮点；区直单位要有1—2项
工作在全市出彩。总之，示范区在全市要“当表率，做示
范，走前列”。这些目标虽然高但并非没有支撑点，这个
点就是示范区多年发展形成的基础，这个点就是经过大事
难事磨砺的队伍，这个点就是多年工作中形成的机制。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在发展中示
范区仍然会面临一些瓶颈和难题，必然会有不少硬仗要
打、更多硬骨头要啃，不仅需要加大力度、更多智慧，更
需要拼命的意识和行动，要做到工作时间、工作人员和资
源要服从于问题的解决、难题的攻关；面对“难”字挡
路，要“敢”字当头，敢打硬仗、敢打难仗、敢打苦仗，
叫响敢于担当这个口号并变成每个人自觉行动；面对复杂
形势和艰巨任务，要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
炼、专业训练，不断增强“八项本领”、提高“七种能
力”， 努力成为服务发展促进发展的行家里手。

辛丑牛年，想要“牛起来”，定要“干起来”。让我们
发扬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
的精神，以不怕苦、能吃苦的牛劲牛力破难攻坚拼命干、
强化担当务实干、上下同欲齐心干、勇于担责带头干、明
确纪律无忧干，一件一件抓落实，一项一项求突破，使各
项工作成效与示范区这个名字相匹配，确保“十四五”开
好局、起好步、更出彩，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用实干担当开新局
● 黄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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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5日上午，备受关注的全国脱
贫攻坚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
召开，在这次表彰大会上，示范区周集
乡党委书记梁英才受到中共中央、国务
院的表扬，并和国家领导人合影留念。
全国脱贫攻坚表彰大会闭幕后，记者第
一时间电话采访了梁英才。

“作为一名基层干部，能获此殊荣并
参加国家最高规格表彰会，近距离聆听
了总书记的讲话后倍受鼓舞，激动的热
血沸腾，心潮澎湃，感动的热泪盈眶，
心绪难平。”刚刚走出表彰大会会场的梁
英才兴奋地告诉记者。

梁英才作为商丘市 6个全国脱贫攻
坚先进个人之一参加此次高规格表彰大
会，主要成就是在 3年脱贫攻坚中带领
群众致富走出了一条成功之路。近年
来，梁英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凝心聚力，苦干实干。全乡
401户 1018人贫困群众稳定脱贫，人均
纯收入达12728元。

周集乡住户密集，人口较多，梁英
才一户一户走访摸底，认真记录贫困状
况、找准致贫原因、理清工作思路、制
定脱贫计划、列出工作清单，层层压实
责任，倒排工期，挂图作战，贫困户

“两不愁、三保障”全部解决到位，满意
度100%。五年来，共争取筹措各类扶贫
资金8900多万元，铺修道路76公里，下
水道98公里，建设文化广场11个，新建

翻建学校 4所，生态厕所改造 1.2万户，
高标准良田工程全覆盖。全乡实现村通
路连、洁净亮美，群众的生产生活得到
了极大改善。

解决“穷根子”之路在于发展产
业，梁英才组织安排群众依托当地主导
产业，成立村级合作社，带领人员学先
进、学技术、学管理、学经验，亲自联
系农业专家现场指导教学。全乡共发展
种植合作社 42 家，种植面积 1.5 万亩，
千亩休闲农业基地3个，年创产值2.3亿
元，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增加65万元。吸
纳带动群众务工就业3600多人，其中贫
困人口620人，人均年收入不低于1.8万
元，贫困户自我发展产业 210户，户均
年收入不低于2.2万元。

去年春节期间，正是疫情期间，也
是该乡草莓丰收之时，面对突发事件，
梁英才当起了“推销员”、“快递哥”，亲
自联系市场和社区服务专业团队，鼓励
周边企业采购代销。疫情初期，他一个
月没有回家，当起了“守夜人”。在他的
带动下，共帮助群众销售扶贫产品 120
万斤，挽回损失1000多万元。

梁英才说，我个人受到了表彰，其
实是示范区党工委、管委会坚强领导的
结果，是全乡干部群众同舟共济艰苦奋
斗的结果。下一步，我一定把总书记的
教导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在奋斗的新
起点上撸起袖子加油干，铆足牛劲为乡
村振兴奉献力量。

乡村振兴再发力 铆足牛劲干起来
——访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周集乡党委书记梁英才

本报记者 马晓伟

示范区脱贫攻坚答卷示范区脱贫攻坚答卷

本报讯（记者 马晓伟 通讯员 郑新胜）平安街道办事处
境内共有包河、东沙河、周商永运河、丰民沟4条河流，总长
36公里，流经辖区内7个村、社区。2020年以来，该街道紧扣

“河畅、水清、岸绿、景美”总目标，推进“河长制”水体治
理长效管理。

全面落实河道巡查机制。街道党工委书记任总河长，全
年组织巡河调研4次，通过调研，摸清了河道基本情况、存在
的主要问题、河长制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和沿线各村、社区
河长制工作开展情况。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河长制联席会
议、三级河长巡河、定期检查督查等相关制度。根据河长制
工作任务，组织编制《“一河一策”行动计划》，明确了河道
治理的年度任务目标和具体工作方案。

明确整改目标，逐一落实任务。2020年，总河长巡河共
12次，召开河长制工作会议 12次，对“一河一策”中问题整
治任务清单明确的问题和巡查发现的问题进行现场交办。同
时组织开展了河道“三乱整治”，对河道沿线存在的河道乱
占、乱建、乱排等问题进行集中清理整治。

严格督查考核，全面统筹推进。对巡河中发现的问题随
时到现场销号，发现问题立即交办各村（社区），督查情况及
时汇总上报示范区河长办，真正做到问题发现及时、交办整
改及时、整治销号及时。在整改问题销号时，严格把关，经
现场确认达到整改标准后，方同意上报示范区河长办，对不
达标准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明确时间节点等。2020年共
有销号问题11个，销号率100%。

河长制让河道靓丽起来

梁英才（右）深入一线了解脱贫攻坚情况。 本报记者 马晓伟 摄

本报讯（记者 马晓伟 通讯员 范 丽）为营
造节日喜庆气氛，进一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丰
富全局干部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2月26日，示
范区审批服务局开展“庆元宵、猜灯谜、话廉
洁”主题活动，局全体干部职工齐聚六楼图书
馆，共同猜灯谜，感受着传统节日民俗的乐趣。

活动现场，六楼图书馆里挂满了红色的灯
笼，各式灯谜纸带连成了一片，这些灯谜把廉政
文化教育与生动有趣的猜灯谜活动相结合，灯谜
涉及廉政灯谜、猜字灯谜、动物灯谜、成语灯谜

等多方面内容。有些谜面虽然难猜，但揭开谜底
的那一刻却能让人记忆深刻，比如这条“一求为
官，廉洁为先 （打一古书名） ”，谜底是“清
史”，而“三口有一手（打一反腐倡廉术语）”，
谜底则是“回扣”。

灯谜活动是廉政文化进机关的一个新载体，
它使廉政文化在轻松活泼的氛围中潜移默化、深
入人心，让干部职工更进一步体会到反腐倡廉的
重要性，进一步增强廉洁自律的意识，筑牢了拒
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示范区审批服务局

开展“庆元宵、猜灯谜、话廉洁”活动

我们的节日

2月26日，农历正月十五，市民在“商丘好人”主题公园游玩。元宵佳节当晚，“商丘好人”主题
公园内灯光璀璨，吸引不少市民前来参观，感受浓浓的元宵节气氛，享受绚丽唯美的灯光秀。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2 月 27 日，施工人员在
华商大道与中州南路交叉口
安装交通信号灯，对道路交
通设施进行完善，为广大市
民出行营造良好的交通环境。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本报讯（记者 马晓伟 通讯员 康 磊） 2月中旬以来，示
范区科教文体局精心组织、统筹推进，着眼“组织动员有备、
防疫条件有备、帮扶关爱有备、控辍保学有备”，全面做好春
季开学各项准备工作。

该局要求各级各类学校从人员到位、预案准备、物资储
备、健康把关、环境整治等 10个方面做好开学准备。各学校
提前做好学校食堂食品卫生治理、食材供应把关、餐饮服务人
员管理，确保营养改善计划一开学就能及时安全实施。进一步
健全学校安全管理制度，压实安全管理责任，准确研判风险，
做好隐患排查，着力补齐短板和漏洞，切实推进校园安全防范
建设，坚决遏制学校安全事故发生。严格规范校外培训机构，
协调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大治理力度，坚持依法治理、标本兼
治，规范培训服务行为，切实减轻学生过重的校外培训负担，
维护家长合法权益。

该局要求全局上下所有工作人员和全体教师要迅速投入到
工作中去，调整至工作状态，鼓足鼓好拼劲、闯劲、狠劲、钻
劲、韧劲，狠抓落实开好局。

示范区科教文体局

全面做好春季开学各项准备工作

本报讯 （记者 马晓伟 通讯
员 张 阳）近年来，张阁镇深入开
展环境卫生综合整治活动，大力加
强环卫日常保洁管理、加强各项卫
生作业管理制度，建立健全环卫保
洁工作机制，各片卫生细化分解，
责任到人、做到垃圾日产日清，切
实做到三无一眼净一规范，取得了
显著的工作实效。

该镇配备 17 辆大型环卫车辆、
305 名环卫工人，采取分片包干的
方式，持续对镇容秩序、环境卫
生、经营秩序等进行 24小时全方位
巡查，逐步推动镇区及主要道路从

“治脏、治乱、治差”向“精细、
规范、长效”转型，确保镇容环境
整洁有序。并新建垃圾中转站 2
座，有效地保证了群众生活垃圾、
农业垃圾有地可放、有地可处。

在张阁镇大刘村，记者看到，
房屋整齐划一，农家院落干净整
洁，房前屋后绿树掩映。一条条硬
化、绿化、亮化、美化的村道错落
有致，一面面“文化墙”生动活
泼、图文并茂。文化广场上公共服
务设施一应俱全，坑塘内游鱼嬉
戏，小桥流水，亭台楼阁，茂木修
竹，于乡野田埂间卓然而立，俨然
一幅桃花源般的美丽画卷。

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之
际，张阁镇大力加强人居环境整治
力度，通过“三个管理、两个治
理”划分责任区域、明确责任分
工，实行定人员、定岗位、定职
责、定区域的管理责任制。逐步建
立稳定的镇村两级人居环境整治队
伍，对各村的垃圾定点收集、定点
清运、及时处理，推进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
使全镇村村户户的人居环境得到了
全面提升。

针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方面存
在的重突击整治、轻日常管理，重
短期投入、轻长效治理等问题，该
镇实行镇、村、组三级网格化管理
制度，划分 16个网格，各村包村干部为网格长、村党支部书
记为副网格长、组干部为网格员，各网格员职责明确、责任
到人确保各村组卫生干净、整洁、有序，保持街道路面清
洁，人居环境优美。在改善人居环境攻坚战中，张阁镇统筹
推进农村“厕所革命”、生活垃圾治理、生活污水治理、村
容村貌提升、农业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重点工作，多措
并举全力推进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工作，不断提升农村新面
貌，增强了广大农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张阁镇还对新街、老街进行了统一打造，统一刷白、统
一门头设计，徽派马头墙干净整洁、古朴优雅，镇区形象也
得到了进一步绿化、亮化、美化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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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7 日，园林工人们在对日月湖景区内的苗木进行管
护，提升绿化景观效果，为游客和市民创造更好的休闲游玩环
境。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