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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日上午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
每年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参加义务植树，就是要倡导人人爱
绿植绿护绿的文明风尚，让大家都树立起植树造林、绿化祖
国的责任意识，形成全社会的自觉行动，共同建设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

春风拂绿，万象更新。上午10时30分许，党和国家领导
人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

正、王岐山等集体乘车，来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温榆河的植
树点，同首都群众一起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这是一片面积约320亩的开阔地，原有多家沙石料厂、废
品回收站等。近年来，经过拆迁治理和环境整治，这里正在
规划构建水绿融合、生物多样、生态惠民的生态空间。

习近平一下车，就拿起铁锹走向植树地点。正在这
里植树的干部群众看到总书记来了，热情向总书记问
好。（下转2版）

习近平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

倡导人人爱绿植绿护绿的文明风尚
共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参加

本报讯（记者 李道军） 4月 2日，副
省长、市委书记王战营带领市直有关部门
负责同志，到虞城县调研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工作，强调要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市
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严格落实“五比五
不比”工作要求，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
机、为动力，高起点规划、高标准推进产
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探索
走出具有商丘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商丘开好局、起好
步提供有力支撑。

市领导曹月坤、朱东亚参加调研。
王战营先后到芒种桥乡蜗牛小镇，杜

集镇史桥村桂柳集团种鸭养殖基地，黄冢
乡老赵楼村、盈庄村、高标准农田示范
方，查看产业发展、党史学习教育开展和
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听取情况汇报，提
出意见要求。

在蜗牛小镇，王战营对他们“一路十
园”的发展规划和文旅小镇建设给予肯
定，认为他们的规划接地气、文旅产业发
展抓到了点子上，要求他们充分利用地利
优势，统筹推进城乡发展融合、五大振兴
融合，在乡村全面振兴工作中探索特色路
子。

在史桥村桂柳集团种鸭养殖基地，老
赵楼村银钻羊绒制衣、宇欣制衣，盈庄村
古韵木业、光伏发电项目调研时，王战营
指出，要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发挥龙
头企业的带动作用，走好“公司+农户”
的产业发展之路；持续发挥好扶贫车间作
用，带动更多农民家门口就业，确保农民
稳定增收；持续引导在外务工人员回乡创
业，带动地方产业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
人才支撑；持续研究探索光伏发电项目可
行性，立足“双碳”目标，发展壮大富民

产业。
调研中，王战营要求，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
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坚决
守住脱贫攻坚成果，落实过渡期内“四个
不摘”要求，逐步实现由集中资源支持脱
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实
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快农
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
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王战营强调，要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稳定提升粮食生产能力，发展壮
大高效种养业，推动食品业转型升级，加
快农业产业园建设，推进产业振兴。要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继续把公共基础设
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继续提升农村
公共服务水平，大力实施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推进生态振兴。要

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深化拓展群众
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持续推进农村移
风易俗，不断总结推出一批乡村治理的
典型模式，推进文化振兴。要注重农村
人才队伍建设，持续推进农民创业创
新，加强农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把乡
村振兴一线锻炼作为干部培养的重要途
径，推进人才振兴。要不断强化基层基
础，持续落实“三·五”基层工作日制
度，深入实施农村（社区）基层党组织建
设十大专项行动，推进组织振兴。要把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贯穿党史学
习教育始终，持续健全、认真落实“马上
办抓落实”9+1工作推进机制，充分发挥
12345马上办便民服务热线体系作用，加
强与“党建+一中心四平台”深度融合，
全面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不断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

王战营在虞城县调研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时强调

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

本报讯 （记者 祁博） 4 月 2
日，市长张建慧到宁陵县调研乡村振
兴和农业生产工作，深入企业车间和
高标准农田，查看生产形势和农作物
长势，强调要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积极探索
农村产业发展模式，有效利用乡村振
兴优惠政策，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
力度，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
程。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宁陵县
委书记李振兴参加调研。

在华堡镇天明鸽业，张建慧听
取了企业负责人的汇报，参观了乳
鸽繁殖和饲养间，详细询问了行业
发展前景和企业发展规划。据介
绍，天明鸽业目前有乳鸽3万对，吸
纳劳动力 20 多人，人均年增收 3 万
余元。同时，企业利用“公司+合作
社+贫困户”的产业扶贫模式，在周
边发展400多家养殖户参与。张建慧
对企业发展成效和带贫成效给予肯
定，要求当地党委、政府全力支持
好企业发展，用好各项乡村振兴政
策。同时，希望企业坚持新发展理
念，坚持节约集约用地，做好养殖
场扩建，在实现自身规模扩大的同
时，带动当地农民致富增收。

在黄岗镇高标准农田，张建慧
查看了小麦长势，询问了当地高标
准农田的建设进度、规划标准和推
进措施。张建慧指出，高标准农田
是提高农业发展质量、稳定粮食生
产的重要载体，各地要结合发展实
际，积极探索创新适宜的建设方
式，不断提高配套设施标准，使高
标准农田切实发挥作用、实现更大
效益。要加强春季麦田管理，确保
小麦丰产丰收，切实扛牢粮食安全
重任。

最后，张建慧来到黄岗镇富堂
皮革厂，参观生产流程，询问排污
处理方式，了解市场行情。富堂皮
革厂吸纳劳动力200多人，员工月均
工资 3600元。去年，企业产值达 6.3
亿元，今年预计达8亿元。张建慧指
出，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切实做好排污处理，确保稳定长
久发展。同时，要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组织生产，高度重视
产品质量，积极拓展占领市场，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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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区绿化工作，强调要抢抓当前有利时机，围绕内河
带状公园、道路、便民公园等绿化工程，做好梳理排查，
强化施工组织，加快工程进度，确保绿化质量，为人民群
众创造更加优美的生态环境。副市长王金启参加调研。

在文化路忠民河桥、康林河桥，张建慧查看了忠民
河、康林河两岸现状，听取了睢阳区、梁园区就做好河道
两侧施工环境保障工作情况汇报。张建慧指出，要高度重
视内河带状公园建设，充分认识到带状公园是优化城市结
构，提升城市发展内涵，改善周边群众生活环境，满足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载体抓手。要提高站位，通
力协作，依法依规做好忠民河、康林河部分河段两岸的清
障工作，为带状公园尽早开工建设营造良好环境，为周边
群众提供休闲、娱乐和健身的好去处。

沿黄河路，张建慧查看了道路绿化效果和绿化提升工
程进度。据了解，目前黄河路绿化工程进展顺利，已完成
总体工程量的85%以上。张建慧要求，要抢抓有利时节，加
快黄河路绿化施工，高质量做好补植补种工作，高标准做
好节点绿化工程提升工作。要试点探索部分无中分带道路
的绿化改造提升工作，进一步明确建设标准、景观设计，
完善施工组织方案，通过有序推进改造工作，切实提升道
路景观和绿化效果，保障群众出行安全便捷、生活更有质
量。

张建慧调研督导
中心城区绿化工作

▶▶4版｜梁园新闻

百年华诞寻初心

百岁人家感党恩

百年铁路见证商丘沧桑巨变

101岁的张启荣：

“啥时候都不能忘了共产党”

本报讯（季 哲） 4月 2日上午，河南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经过
审查，表决批准了 《商丘市城市供水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将由
商丘市人大常委会公布，于 2021 年 6 月
1日起正式实施。这是继《商丘市市区饮
用水水源保护条例》后，我市在城市供水
方面的又一部地方法规。

《条例》共 8章 47条，包括总则、规
划与建设、设施管理与维护、水质管理、
供水经营与服务、二次供水管理、法律责
任和附则等主要内容。对立法的目的和依
据、条例的适用范围、政府及其部门的职
责进行了明确，对城市供水工程、设施的
建设、管理与维护，供水经营与服务、二
次供水、水质安全以及依法用水进行了规
范。特别是对群众最关心的水质问题，为
保障城市供水水质安全，压实管理责任，
《条例》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城市公共

供水企业和自建设施供水单位确保饮用水
安全方面的职责进行了具体明确。同时，
为保障群众对水质信息知情权，《条例》
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
款规定了政府相关部门、城市公共供水企
业公开水质信息义务以及用户的查询权。

随着高层住宅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
二次供水设施逐渐增多，二次供水设施的
管理、维护和水质安全已成为群众反映最
为强烈的痛点问题。《条例》积极回应人
民群众的重大关切，在第六章“二次供水

管理”专章中对二次供水设施的设计建
设、管理维护、清洗消毒、水质安全等方
面设定了具体的条款，全方位规范城市供
水用水，打通了城市供水的“最后一公
里”。

同时，《条例》还对已建居民住宅水
表出户、一户一表、计量到户改造，供水
企业与用户签订供用水合同，注册水表检
定或者更换，计量异议的处理等作出了具
体规定；对供水、用水中的违法行为设定
了法律责任，并明确了执法主体，有效解

决了“罚什么”和“谁来罚”的问题。
在 《商丘市市区饮用水水源保护条

例》 之后，再制定 《商丘市城市供水条
例》，体现了地方立法的连续性，构建了
商丘市城市供水从“水源头”到“水龙
头”的全过程的法规体系，为城市水源保
护、供水、用水提供了有力的法规支撑。

《条例》的实施，对完善城市供水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全面提升依法管水用
水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商丘市城市
供水事业发展迈入了法制化的新阶段。

商丘市城市供水将实施新法规
《商丘市城市供水条例》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

悠享假期

◀清明节假期，游客在夏邑县樱
花园赏樱游玩。4月2日，夏邑县在樱
花园举办“沐春光庆百年夏邑县第六
届赏樱游园暨学党史感党恩”系列活
动开幕式，连日来每天都吸引众多游
客前来。 苗育才 摄

▲4 月 3 日，市民在汉梁文化园内
观赏盛开的郁金香。清明节假期，不少
市民开启踏青赏花、游玩休闲模式，纷
纷走到户外，感受自然，放松身心，享
受美好假期。 本报记者 崔坤 摄

本报讯（记者 韩丰 通讯员 侯庆庆）“我志愿加入中国
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4月 1日，一
阵坚定有力的铮铮誓言，响彻在夏邑县车站镇王武庙村的

“百年梨园”。鲜艳的党旗下，全村党员胸前佩戴党徽，紧握
拳头，用发自肺腑的声音逐字逐句重温入党誓词，随后还在
一棵百年树龄的梨树下共同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
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今年 48 岁的杜常路，是新当选的王武庙村党支部书
记，也是“双强”支部书记的代表。他说：“赶上了国家改
革开放的好政策，我经营过钢卷尺厂、口罩生产加工厂等，
事业发展越来越好，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升。作为一名党
员，总想带领父老乡亲脱贫致富。”这次村“两委”换届，
原来的支部书记因年岁大些，主动退出选举，在村民的拥戴
下他顺利当选。于是他便把生意交给了儿子打理，一心一意
为村里做工作。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杜常路与夏邑县人社局驻村扶
贫工作队一起，带领全村党员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
开新局，举办了第一届“梨花节”活动，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业，吸引周边数万名游客到王武庙村踏春赏花，提升了该村
的知名度，丰富了当地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今年是建党 100周年，我们将引领更多村党支部以多
种形式加强党史学习教育，铭记党的恩情，走好党的路
线。”车站镇党委书记蒋东奇如是说。

重温入党誓词
铭记党的恩情

【编辑 胡绪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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