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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商丘讯 1月7日上
午8时许，民权县北区一号
公馆小区门前一片忙碌的
景象，持续了一晚的大雪仍
然飘飘洒洒地下着，一群头
戴蓝色安全帽的男子正在
有条不紊地忙着各自的工
作。

“大家抓紧时间，由于天
气不好，一定要注意安全！”
抢修负责人杨鹏展一边指
挥一边强调工作内容，两辆
吊车也在一旁轰轰地响个

不停。
一号公馆是该县近两年

才新建的大型小区，一场大
雪造成该小区自备隔离开关
烧坏，上千户居民停电。故
障就是命令。民权县供电
公司接到小区的求助电话
后，第一时间组织抢修人员
赶赴现场，寒风夹杂着雪
花，刮得人睁不开眼，也加大
了抢修难度。当看到冻得浑
身发抖的电力职工时，小区
业主再也没有开始的埋怨和

责备。
据了解，为了快速应对

雨雪天气造成的电力故障，
民权县供电公司在大雪开始
前，就启动了恶劣天气应急
预案，200余名电力职工整饬
阵容，做好战斗准备，通过做
好摸底排查、做好线路特巡、
做好应急准备、做好事故预
案，全力确保电网安全稳定
运行。截至目前，该公司已
巡视线路70余公里，消除设
备隐患21处。

加强组织领导
强化支持保障

“落实‘三·五’基层工作
日制度，就是要为民办实事、
解难题，那就必须要求严格
落实领导责任，强化组织保
障，有重点、有步骤、有秩序
地推进工作，务求实效。”宁
陵县委书记李振兴介绍，该
县由县委办公室牵头，抽调
县委组织部、县委宣传部、县
委农办、县信访局精干人员，
成立了宁陵县“三·五”基层
工作日办公室，由县委常委、
县委办公室主任负总责，县
委办公室副主任具体分管，
切实加强对“三·五”基层工
作日的领导。

为保障各项工作有效运
转，宁陵县申请专项经费购
置配备了电话、电脑、办公桌
椅等办公用品，制定出台了
一系列相关文件规定，确保
了“三·五”基层工作日的正
常运转。

宁陵县设立专项工作督
查组，对每个基层工作日工
作开展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对工作开展不力、村情民情
不详、帮扶计划措施不准的
帮扶责任人进行全县电视
曝光、通报批评，情节严重
的给予帮扶责任人党政纪
处分。同时，把通报的奖惩
情况纳入全县年终工作目标
考核。

同时，该县采取县委、县
政府主要领导进行督查，联
合市督查组督查，县委“三·
五”办开展明督暗查等形
式，不断加大工作督查力
度。

强化组织实施
全面规范运转

“一个人才就是一面旗
帜，作为宁陵县的一名专业
技术拔尖人才，我更要发挥
专业优势，扛起责任担当，
脚 踏 实 地 为 老百姓办实
事。”宁陵县专业技术拔尖
人才，县商务局党委书记、
局长马学庆的话，代表了全
县60多名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的心声。

在“三·五”基层工作日
期间，宁陵县委组织部组织
全县农业畜牧、教育、卫生、
企业等领域的 60 多名市、
县拔尖人才，在县“四大班
子”相关领导的分别带领
下，开展送科技、送医疗、送
教育、送项目活动，深受群
众欢迎。

为加强“三·五”基层工
作日有效推进，县委“三·五”
办编印发放移风易俗挂历宣
传图片15万余份，确保全县
每户一份；编印了“三·五”基
层工作日制度《工作手册》
《纪律手册》《脱贫攻坚政策
文件汇编》等，确保全县364

个行政村（居委会）每个村室
一套；编印宁陵县“三·五”基
层工作日记事本2500本，确
保全县一对一驻村帮扶责任
人和县乡所有帮扶人员人手
一本。编印“三·五”基层工
作日日志、“三·五”基层工作
日群众反映情况登记簿1600
本，确保全县364个行政村
（社区）各一套。

与此同时，全县统一帮
扶责任人请假模式，进一步
规范“三·五”基层工作日请
假报备手续。县委办按照相
关文件要求下发通知，落实
后勤保障，按照规定由各单
位落实帮扶责任人下乡补
助，解决了帮扶人员的后顾
之忧，不再给乡镇和村委会
增加财政负担。

在全市统一建立微信公
众平台的基础上，宁陵县建
立了宁陵“三·五”基层工作
微信群和宁陵“三·五”基层
工作微信公众号，利用现代
科技平台，及时有效地把商
丘市委每一次重要指示精神
第一时间传达给各单位和帮
扶人。

据了解，三年来，宁陵
“三·五”基层工作日微信平
台共编发市县乡三级工作
日信息 95 期（8640 篇），汇
总 上 报 商 丘 市 委 办 公 室

“三·五”基层工作日活动总
结82次，入村督导调研108
次。

本报商丘讯 寒冬时节，
北风萧瑟，柘城县胡襄镇胡
芹村孙正义的胡芹种植基地
里，却是一番生机勃勃、绿意
盎然的喜人景象。一座座大
棚紧密相连，一垄垄胡芹青
翠欲滴，整个空气中弥漫着
淡淡芹香，田间地头随处可
见村民们忙碌的身影。

今年39岁的孙正义是
土生土长的胡芹村人，从小
就对胡芹有着特殊的情怀，
他告诉大河报·大河客户端
记者，他一直有个梦想，就是
想把胡芹卖到全国。

想把胡芹卖到全国市场
就要走规模化种植的路子
了。于是孙正义就把流转土
地种植胡芹的想法告诉了妻
子。虽然得到了妻子的大力
支持，但对于孙正义这个长
期在外打工，毫无规模化种
植经验的人来说着实有点冒
险。身边的很多朋友和亲戚
也都不看好，纷纷劝他。

可是孙正义说既然认定
了方向，就不能还没做就放
弃。2016年，孙正义拿出了
打工15年的积蓄和三个志
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筹资50
万元，流转了35亩地开始种
植胡芹。

虽说，在种植胡芹之前
已经做足了功课，但是在销
售方面还是遇到了点麻烦。
在销路问题上，因为没有经
验，第一年孙正义种植的胡
芹面临滞销，一下赔了10多
万，这对刚创业的孙正义来
说，无疑是个很大的打击。

面对挫折，孙正义选择
了坚持。第二年，他总结了
经验，一方面积极开拓市场，
成为了柘城周边大部分超市
的固定供货商。另一方面，
因为胡芹是从6月份开始种
植，于是他改进了种植方法，

在胡芹间隔期引种了土豆和
花菜，这样一来，除了胡芹的
稳定收益外，土豆和花菜给
他带来新的收入，而这种间
隔套种的方式也实现土地收
益最大化，这让孙正义当年
就收益了13万元，其中套种
作物的收益就达5万元。

尝到甜头的孙正义去年
又扩大了种植规模，把胡芹
种植面积增加到了50亩。

如今，自胡芹开始成熟
起，每天来村里采购的客商
就络绎不绝，但是孙正义并
没有满足现状，他意识到要
把胡芹推向全国市场，就要
打通销售渠道，于是他瞄准
了电商平台，通过电子商务
和抖音、快手新媒体平台，实
现了网上订单、多渠道销售。

谈起现在的收益，孙正
义脸上露出自信的笑容。而
随着孙正义胡芹种植基地的
扩大，附近越来越多的群众
选择到他的种植基地里打
工，增加收入。

孙贵兴就是其中的“元
老”，从大棚开始建设就在这
里工作，几年时间过去了，大
爷很满足，用他的话说，“我这
一把年纪了，是真的没想到在
家门口还能轻轻松松把钱挣”。

村民王秀芝因为在家里
照顾孩子,不能出门打工挣
钱,胡芹种植基地成立后,她
就在家门口打工,既挣钱又
能照顾孩子,感觉自己一下
找到了人生的价值,每天都
乐呵呵的。

“自己富裕并不算富，我
计划进一步扩大胡芹规模种
植，通过土地入股的方式流转
土地，让更多的群众特别是贫
困户成为工人、成为股东，带
领大家走上致富的道路，过上
幸福的生活。”谈起下一步的
发展，孙正义信心满满。

听民声、聚民心，
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宁陵县开展“三·五”基层工作日纪实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海峰 陈萌萌 通讯员 宋涛 石景林

这是一份沉甸甸的汇报单：三年来，商丘市、县、乡三级帮扶工作人员累计
走访群众32.8万余户，化解群众矛盾纠纷9450余起，解决实事8万余件；组织
市、县两级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入村开展各类技能培训（讲座）4840余场，组织医
疗服务队入村义诊4770余场；排查关爱留守儿童4.3万人次……

自全市“三·五”基层工作日制度部署以来，宁陵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按
照商丘市委总体部署，扎实推进了“三·五”基层工作日有效开展，积极打通服务
群众“最后一公里”，畅通了联系服务群众的“直通车”。

大雪纷飞雪中抢修暖人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海峰 陈萌萌 通讯员 申思广

柘城县：

胡芹托起致富梦
带动乡邻奔小康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海峰 陈萌萌
通讯员 武月 董咏琪 陈晓该 文图

柘城县胡襄镇胡芹村孙正义的胡芹种植基地里，随处可见村民
们忙碌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