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商丘讯 3月17日上
午，商丘市第二人民医院召开
2017年工作会议，该院全体党政
领导班子成员、代表200余人参
加，会议由院党委书记王玉娉主
持。

据介绍，2016年，该院干部

职工认真落实全国卫生与健康大
会和省市卫生计生工作会议精神，
扎实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
动，全面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各项
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逐步走向了
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
势持续释放的发展新路子。

会议上，该院院长徐河山代
表院党政领导班子,从党建党风
廉政建设、医院管理、医疗质量等
方面作了工作报告，总结了该院
在过去一年取得的成绩，同时，结
合2017年新形势，对该院各项重
点工作作出了安排和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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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开正当时

柘城约你乡村采摘游
□记者 陈海峰 陈萌萌 文图

□记者 陈海峰 陈萌萌 通讯员 高会鹏

本报商丘讯 以旅助农，打
造精品旅游业，促进农村经济发
展。3月18日上午10时许，柘城
县洪恩乡白桥村社区广场热闹
非凡，这里正在举行乡村休闲
（采摘游）春季活动启动仪式。
柘城县委副书记、县长路标，县
委副书记余化敏，县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杜娟等县领导出席了
此次活动。

启动仪式上，大家参观了虎头
靴、手工纯棉抹布、马庄唢呐、洪
恩乡手工草辫等传统特色产业。

据展示手工草辫的代表介
绍，近几年的发展，给传统的草辫
业带来了新的机遇，如今经过精
细的加工，制成多种草制品，有大
檐帽、礼帽、扇子、毛卡等，产品畅
销国内外市场。现在洪恩乡全乡

从事手工草辫人员达1.5万人，占
全乡总人口43%，全乡仅此一项
收入就可达1944万元。

“我们快手掐草辫一天能掐
6件，加上从事收购、销售的收
入，数目相当可观。”白桥村一村
民笑着说，村里好多老人都是拉
着家常就把钱挣啦。

随后，记者还参观了该乡朱
堌寺和柿黄村特色大棚蔬菜生
产基地，该基地主要种植黄瓜、
豆角、西红柿等反季节蔬菜及莲
藕泥鳅混合种养池等，该基地建
成后，占地可达220亩，可带动全
村37户贫困户脱贫致富。

“此次活动的开展，不仅有
利于调整农业种植结构，拓宽群
众增收渠道、增加群众就业机
会，也有利于提高群众文明素

质，以旅助农，城乡互动，对促进
农村的经济发展，都将产生积极
的推动作用。”柘城县委副书记、
县长路标说，下一步，将以这次
乡村休闲（采摘游）春季活动启
动仪式为契机，在旅游线路打造
上，旅游景点建设上，文化品牌
塑造上，加大力度，加强宣传，扩
大影响，打造精品，着力提升柘
城县乡村旅游发展水平。

据了解，此次活动，本着“以果
蔬为媒，以采摘会友，以文化为基”
的宗旨，展柘城风采，搭开放平台，
兴富民产业，促加快发展。力争通
过这次活动，让更多的人走进柘
城，了解柘城，投资柘城，扩大该县
乡村旅游影响力，繁荣乡村旅游
市场，为推动柘城经济社会又好
又快跨越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本报商丘讯 桃花次第开，
乡村喜迎客。3月22日，宁陵县
乔楼乡辘轳湾村的桃园中三五游
客在拍照留念，村民忙着栽植政
府免费发放的桃树苗，生机盎然
的“世外桃源”景象令人流连忘返。

“我原来种了两亩桃树，经
济效益不错，今年政府免费发放
树苗，我又种了三亩。”正在栽植
映霜红桃树苗的辘轳湾村村民
王时伟说，去年他的桃亩产七八
千斤，亩均收入超万元，桃树成
了他的“摇钱树”。

辘轳湾是贫困村，如何既让
村民脱贫致富，又能发展美丽乡
村？乔楼乡领导经过调研决定
发展乡村旅游，让生态产业带动
村民脱贫。为延伸桃园产果期，
拉长产业链条，乡领导带领5个

村的村党支部书记多次到郑州、
砀山、山东等地考察，为群众引
进了不同成熟期的树苗。

去年，辘轳湾村民自办桃花
节，吸引了数万游客前来观花游
玩。今年，县、乡两级政府主动
服务，在桃园发展上积极提供财
力支持、技术支撑、人才支持，并
为该村组织策划了中国·宁陵
（辘轳湾）第一届桃花节。

记者了解到，宁陵县聘请国
内知名设计公司对桃园景区进
行高标准规划，先后投入资金
300万元整修路面2.5万平方米、
美化墙体6万平方米，开设农家
乐3家。目前，经过干群的共同
努力，一个集经济效益、生态绿
化、综合带动于一体的现代化生
态桃园已初具规模。

“在原有千亩桃园的基础上，
今年县委、县政府拿出200多万
元资金购置了13万株桃树苗，免
费发放给群众种植，以辘轳湾村
为中心扩大桃园面积，发展乡村
旅游，助推精准脱贫。”乔楼乡党
委书记马士云一边给村民发放桃
树苗，一边向记者介绍，依据当地
实际和群众的要求，今年宁陵县
因势利导，实施了桃树发展一期
工程，新增桃园面积2000亩，使
景区桃园面积近5000亩，辐射到
附近的郑洼、张庄、吴庄等村委会
的8个自然村，以扩大规模、优化
品质增加产业效益。

春风拂面，万物生发。如今
的辘轳湾，千亩桃园竞芬芳，昔
日贫困村已变身为人人向往的

“桃花源”。

以桃为媒
贫困村变身“世外桃源”

本报商丘讯 为深入推
进农业供给侧改革开局之年，
实现“三年大变，五年巨变”的
决战。3月14日，商丘市睢阳
区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

据介绍，2017年，睢阳区
将以高标准粮田建设为抓手，
确保粮食总产稳中有增、质量
安全水平持续提升，全年粮食
面积要稳定在150万亩。同
时，加大项目整合和资金统筹
力度，认真落实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战略，加大水利建设和
田间基础设施建设，集中力量
抓好“百千万”高产创建示范
工程建设，高标准粮田面积达
到45万亩，每个乡镇每年在
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上
要建设一个万亩高产示范方、
创建一个千亩高产示范田，打
造一个百亩超高产攻关田，要
求每个乡镇要完成流转规模
1万亩以上的1宗、1000亩以
上的2宗、500亩以上的3宗、
百亩以上的不限。

同时，睢阳区以深入推进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农
业农村工作的主线为抓手，加
快发展特色种植，大力推进

“互联网+”现代农业，积极应
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物联网
示范应用。发展乡村休闲旅
游业，积极开发农业多种功

能，利用“旅游+”“生态+”等
模式，推进农业、林业与休闲
度假、旅游观光、健康养老、文
化创意等产业深度融合。打
造特色农业板块，培育现代农
业示范带。

其中，重点建设以李口镇
为核心的西瓜板块，面积达8
万亩；以临河店乡、勒马乡为
核心的优质花生板块，面积达
4万亩；以宋集镇为核心的烟
叶板块，大力发展百亩烟叶示
范方田；以郭村镇为核心的马
铃薯板块，面积稳定在3万亩；
以坞墙镇及周边乡镇为重点的
食用菌板块，建立食用菌种植
小区和加工基地；以冯桥镇、路
河镇为重点的红薯板块，建立
3万亩核心种植区。同时，建
设路河蔬菜基地、毛堌堆温棚
蔬菜基地、郭村辣椒生产基
地、娄店高辛芦笋生产基地等
四大精品蔬菜基地，促进蔬菜
产业提档升级。

“做好今年的‘三农’工
作，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
们将全面加强组织领导，加强
基层组织建设，始终保持重农
强农总基调不动摇，奋力开创

‘三农’工作新局面，为实现睢
阳区跨越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奠定坚实基础。”商丘市睢阳
区委书记曹月坤表示。

本报商丘讯 3月15日，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召开
2016年科技暨质量与安全表
彰大会，对2016年度医疗质
量与安全管理、感染管理、医
保管理工作中涌现出的52个
先进科室及149名先进个人
予以表彰(如上图)。

表彰大会上，该院院长韩
传恩说，2016年，该院医务人
员以病人为中心、以提高医疗
服务质量为宗旨，不断强化质
量意识、服务意识、安全意识
和感染防控意识，严格执行城
镇医保及新农合政策，持续巩

固三甲医院创建成果，医疗质
量明显提高，医疗文书日趋规
范，院内感染有效控制，医保
管理进一步得到加强，为该院
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在2017年，我院要继续
加强质量管理巩固三甲医院
创建成果，通过优秀的人才、
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和优
质的服务来打造医疗品牌，建
设成‘社会信誉高，专家知名
度高、社会口碑好’的名牌医
院。”韩传恩说。

商丘市第二人民医院召开2017年工作会议
□记者 陈海峰 陈萌萌 通讯员 程锦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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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召开
2016年科技暨质量与安全表彰大会

□记者 陈海峰 陈萌萌 通讯员 窦心雅 文图

商丘市睢阳区

撸起袖子抓“三农”
□记者 陈海峰 陈萌萌 通讯员 邵群峰

向先进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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