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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市，拥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一片热土，承
载一座城市的未来；一座人居，实现一种生活的梦
想。2021年，恒大集团立序时代华章，定鼎商丘高铁
商务区，于包河之滨匠筑千亩学府大盘——恒大时代
新城，拉开了商丘道北品质人居的大幕。

定鼎商丘高铁商务区，驭势城市发展热土。恒大
时代新城位于商丘城市三大战略核心区之一的高铁商
务区，规划打造集商务、商业、文娱、生态、文化、
金融于一体的核心发展区域。于绿轴广场旁构建道北
核心商务区、商务休闲区等附属区域，丰富多维城市
结构，打造城市道北发展新引擎。恒大时代新城坐拥

“四横四纵”交通路网，黄河路、凯旋路、归德路等便
捷路网高效串联全城，共同构筑起高铁商务区现代化
的都市生活圈。居于此，出行、回家畅通无阻，省时
省心。

坐享包河生态美景，打造纯粹生活美学。商丘恒
大时代新城矗立于集旅游、生态、休闲、娱乐为一体
的包河之滨，私享城市生态宜居之地。园区内采用新
中式园林风格，全冠移植多个名贵树种。五重景观园
林，以约 2100㎡社区中心湖为核心，打造私家一线湖
景，享受繁华绿意中的品质人居。

三大名校签约入驻，教育沃土诗书相传。商丘市
第二幼儿园、商丘市前进小学、商丘市第六中学已经
签约入驻商丘恒大时代新城，构筑 12年一站式全龄优
教，书香浸润，成就孩子美好未来。

据了解，恒大时代新城相继签约梁园区三大名
校，切实解决了广大业主对于优质教育配套的后顾之
忧。周边更有外国语实验幼儿园、外国语实验小学、
商丘市十四中等多所学校，不仅增强了恒大时代新城
的配套实力，更标志着高铁商务区教育资源的不断完
善与升级，对于提高区域教育水平，均衡城区教育发
展意义深远。

3月28日盛大开盘，全城认筹倒计时。千亩学府大
盘，致敬道北人居未来。3月28日，商丘恒大时代新城
将盛大开盘，封筹在即。5888元/㎡起即可抢住建筑面
积约 70㎡—130㎡学府美宅，“五证”齐全，全屋品牌
家装，新风地暖入户，首付仅需 4.6万元起，快快行动
吧！ （广文）

首开5888元/㎡起
恒大时代新城火热认筹中

本报讯（记者 邵群
峰 通讯员 孟 杰） 春光
明媚，微风和煦。3月 25
日，商丘市二高教师新
苑小区门外蜿蜒的小道
上，一棵棵新植的桃树
迎风而立，散发着阵阵
花香。

“感谢宋城街道办事
处的重视，为我们在家门
口的空地上建了这个小公
园。”家住教师新苑小区
的刘阿姨说到新打造的街
头绿地时喜不自禁，“现
在小区环境更好、更敞亮
了，出门就能闻到桃花
香。荼余饭后，我们在家
门口也可以边看孩子边锻
炼身体了！”

原来，以前的教师新
苑小区门前是一片边角空
地，一度堆积着废旧物品
及建筑垃圾。为了给城市
增添更多绿色，有效改善
辖区人居环境，睢阳区宋
城街道办事处在街头绿地
建设进程中，便利用这块
空地开垦打造了一处群众
家门口的“微公园”。该
公园占地面积虽然不大，

但却五脏俱全，桃树、石
楠树、栾树、法桐、草
坪、健身器材、健康步
道、文化宣传，甚至停车
位等应有尽有。

据了解，近两年，睢
阳区宋城街道办事处按照
街头绿地建设工作要求，
积极推进街头绿地建设，
充分利用辖区内的废弃空
地、道路两旁、河道周边
等边角地，科学规划，精
心实施，还先后在沈营、
神火铭锦、商丘职业技术
学院、帝喾路、蔡河等区
域进行绿化建设，共栽植
各类树木 3000 余株，绿
化面积近20000平方米。

“绿地虽小，却能在
美化亮化城市环境、丰
富辖区居民群众文化生
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宋
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
记孟超说，下一步将持
续推进见缝插绿工程，
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
办实，为群众打造自己
身 边 的 绿 色 健 康 生 活
圈，切实提升居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

宋城街道办事处

打造“微公园”
提升居民幸福感

◀3月25日，梁园区刘口镇中陈
村瓜农在对西瓜进行人工授粉。

近年来， 该区因地制宜发展特
色蔬果种植产业，采用“合作社+农
户”模式种植蔬果，让蔬果成为引领
当地发展的主导产业之一，带领农户
走上幸福小康路。

本报记者 邢 栋 摄

本报讯（记者 白 鹏）一直以
来 ， 睢 阳 区 坞 墙 镇 高 度 重 视

“12345”市民服务热线承办工作，
以“三加强、三到位”的工作要
求，进一步提高工单办理质效，做
到“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复”。

加强夯实职责，实现责任到
位。为进一步妥善处置每件工单，
积极回应每一个诉求，该镇把
12345热线办理工作当做一把手工
程来抓，主要领导亲自过问，主责
部门牵头，各部门负责人前置抓，

承办人员全程抓，做到职责明晰，
责任落实到位。

加强优化流程，沟通落实到
位。该镇进一步细化具体操作流
程，建立群众诉求快速响应机
制，坚持全天候、全方位、全程
式服务，做到现场见面，知难而
进，不厌其烦，真心实意倾听，
心平气和解释，将案件处理的每
一个环节做细、做实，实现工作
跨前一步、服务亲近一点、群众
满意一些的工作目标。

加强督办回访，问题解决到
位。由镇督查室牵头，镇纪委、党
政办联合负责跟踪督办，确保办理
结果在规定时限内回复反馈，专人
负责二次回访核实，对不满意件和
逾期件的经办人给予督查告诫、通
报批评等处罚，达到实办、快办的
效果。

今年以来，全镇“12345”市
民服务热线按期办理率、按期办结
率、回访核实率、满意率均达
100%。

坞墙镇

“12345”唱响服务群众好声音

▲3 月 24 日，游人乘坐游船在
宁陵县葛天公园大沙河游玩。河长
制的推行给大沙河带来了可喜的变
化，清清的水，蓝蓝的天，河中的
游船，河两岸成行的垂柳披上绿色
外衣，美不胜收。 吕忠箱 摄

本报讯（梁 磊）进入 3月份以来，民权县交通运输局组
织19个乡（镇、街道办） 670余人，有序开展公路养护，路肩
培护，边坡、边沟、路林绿化整修等各项工作。

该局根据前期摸底调查路面技术状况，及时开展春季集中
公路养护，路肩培护，边坡整修、边沟疏通，路面病害维护、
小修保养等预防性养护工作，遏制病害发展积极稳定路况，对
开裂、松散、坑槽、磨损路面进行微表处施工、罩面，保障农
村公路安全畅通。目前已完成路肩培护整修260公里。出动人
工 670余人，公路绿化栽植苗木 5000余棵，动用机械 160台
次，公路小修保养、大中修罩面1860平方米。

民权县交通运输局

开展春季农村公路养护工作

本报讯（刘 力 王满意）永城市新桥
镇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乡村振兴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积极引导农业转型、农产品转
化和农村富余劳力转移，变产品农业为效
益农业，变直接销售农副产品为加工增
值，变劳务输出为当地就业，使农民人均
收入年递增15.6%，去年达18146元。

为解决农业生产效益低的问题，该镇
对农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大力发展立
体农业，复种指数逐年加大，走出农业优
质高产高效的路子，初步建起了以特色农
业为基础、畜牧业为支柱、林果蔬菜业为
补充的新型农业结构，发展种粮大户、家

庭农场、农业合作社158家，流转土地4.8
万亩。目前，全镇利用富硒土壤，发展
6000 余个蔬菜、西瓜大棚，面积 4000 多
亩，并成为农民致富的一条主要途径。

该镇通过增加科技投入等手段，主打
农业特色牌，引导农民靠良种、良法种
植，靠科技求高效，大力发展优质、高
产、高效农业，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
2020 年，全镇粮食产量达 32247 吨，较
2019 年增长 11.7%，农业总产值 3.88 亿
元。同时，该镇还重点打造核桃、水蜜
桃、无籽葡萄生产基地，实施湿地种养农
业建设项目，加快采煤沉陷区生态渔业建

设、莲藕种植。
新桥镇粮食资源比较丰富，镇里引导

农民大搞农产品的转化增值，大力发展畜
牧业生产。2020年，仅养殖业一项，即转
化粮食 2万多吨。同时，本着大规模、高
起点、高效益的原则，该镇投资建成了10
个畜牧业工程项目，每年可就地消化粮食
15000吨。同时，形成了以养殖为主的玉
米青储(加工)系列，面积达 30000亩。目
前，全镇已发展起油料、蔬菜、果品、粮
食、禽蛋等具有一定规模的农副产品加工
企业60家，年创产值2亿多元。

新桥镇 5.4万人口中，多数为农业人

口，为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该镇变过去
游兵散将式的劳务输出为在家乡建功立
业。如今，通过大力发展企业、个私经
济，发展庭院经济,70.%的劳力实现了分流
转移。为推动实现稳定就业和素质提升就
业，镇劳动保障部门坚持以企业需求引导
培训原则，调整专业设置，大力开展有针
对性的“订单、定向、定点”免费培训，
拓宽农民工就业门路，强化提升劳动者综
合素质和专业技能水平。同时，着力打造
农村实用技术人才、技能工人，全镇已有
7000多名农民实现了由“体力型”向“技
能型”转变，成为增收致富的领跑者。

农业转型 农产品转化 富余劳力转移

新桥镇围绕“转”字促乡村振兴

为进一步提升老旧小区居民的生活环境质量，连日
来，梁园区白云街道办事处社区干部多次深入小区楼院
了解居民意愿，号召居民献计献策，通过提升改造让老
旧小区旧貌换新颜，让百姓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陈宝刚 摄

本报讯（陈宝刚）近日，梁园区白云街道办事处围
绕党史学习教育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学习活动，教育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重温和铭记“四史”，坚定在新时代
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街道党工委把学习党史、国史作为干部职工教育培
训的重要内容，做到学思践悟，以学促行，切实学出成
效。同时，结合街道办事处当前工作实际，进一步拓宽
学习渠道，丰富学习内容，把爱党、爱国的情感落实到
具体行动中，推动办事处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学
习活动中，该街道办事处干部职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史、新中国史、改革
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通过报告会、专题
党课、撰写心得、走访老干部老党员等多形式接受爱国
主义教育和红色精神熏陶，使大家深受教育、启发、鼓
舞，切实感受到时代的进步、历史的发展。

白云街道办事处

多形式开展党史学习

本报讯（林小猛）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夏邑县第三小学日前开展了“从小学党史，永远跟党
走”、“学习新思想，做好接班人”、少年传承中华传统
美德等系列主题活动。

该校举行了“学党史、跟党走”主题活动的启动
仪式，并向各班下发了活动实施方案，要求切实把纪
念建党100周年主题教育活动与德育工作、养成教育工
作有机结合起来，以实际行动向建党100周年献礼。开
展“红色广播站”活动，进行党史教育红色宣讲，让
全体学生都能够认真学习，深入领会。在全校开展

“童心向党”歌唱活动，培养学生爱校、爱党、爱国的
朴素情感。在全校各班开展“学党史、跟党走”知识
竞赛活动，组织学生观看了红色电影，举行《从小学
党史，永远跟党走》征文活动评比等。

自活动开展以来，全校紧紧围绕主题，通过形式
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深入开展爱党教育活动，在每
个班级中形成了少年儿童知党爱党、自觉行动的良好
局面。

夏邑县第三小学

开展“从小学党史”活动

本报讯（记者 张凌伟） 3 月
24 日下午，市农业农村局召开会
议，总结去年工作，分析形势任
务，研究部署农业农村重点工
作。

会议强调，要按照市委、市
政府的部署要求，立足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
并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优先发展农
业农村，把乡村建设摆在农业农
村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探索
走出具有商丘特色的乡村振兴之
路，推动乡村振兴实现更大突破
走在全省前列。

会议强调，要扎实做好农业
农村六项重点工作，确保“十四
五”开好局、起好步。一是着力
抓好粮食生产，稳定粮食种植面
积和产量；二是持续推动现代畜
牧业发展。稳步推进生猪产能恢

复，大力发展草食畜牧业，稳定
蛋禽生产，加快肉禽发展；三是
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培
育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加强现代
农业产业园区创建。强化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大力推进农产品
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全面实
行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制度；
四是提升农业科技和装备水平。
深入实施科教兴农、人才强农、
创新驱动发展，持续实施基层农
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贴项
目，加强开展 90 个乡镇农技推广
区域站运行管理。加强农业种质
资源保护与利用，深入实施高素
质农民培育计划；五是大力实施
乡村建设行动。科学编制乡村规
划，大力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五年行动，协调推进县域内
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城乡公共
服务均等化，加强和改进乡村治

理，配合开展平安乡村建设，加
强法治乡村建设；六是持续深化
农业农村改革。要深化农村土地
制度改革，利用好农村承包地确权
登记颁证成果，推进承包地“三权
分置”改革。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全面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回头看”，不断巩固提升
改革成效。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实施家庭农场培育计划和农民
合作社规范提升行动，发展多种形
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会议要求，要全面加强自身建
设，树立农业农村系统良好形象。
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做到政治过
硬。要责无旁贷勇担当，做到本领
过硬。要持之以恒强作风，做到作
风过硬。要以钉钉子精神落细落实
农业农村各项工作任务，努力开创
乡村振兴新局面，以优异成绩庆祝
建党100周年。

市农业农村局召开会议

部署全年农业农村重点工作

走向我们的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小康生活

3月25日，夏邑县委党史研究室在县图书馆举行
夏邑党史书籍捐赠仪式，捐赠党史书籍420册。县图书
馆在阅览大厅设立了党史书籍专柜，党史书籍将对夏
邑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产生积极影响。

本报记者 韩 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