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柘城县委书记梁辉在该县“三夏”生产夏粮收购暨秸秆禁烧工作会议上说——

坚决打好秸秆禁烧战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海峰 陈萌萌 通讯员 武月

本报商丘讯 5月26日，
柘城县召开“三夏”生产夏粮
收购暨秸秆禁烧工作会议，柘
城县委书记梁辉，柘城县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县总工会主席
王凤洪，柘城县副县长张炎
耀，柘城县政协副主席汪素美
出席会议，县直各单位和各乡
镇、街道主要负责人参加会
议。

会议上，梁辉指出，各级
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充分认识抓好今年“三夏”
生产工作的重要性。在当前
经济形势复杂、疫情防控严峻
的情况下，要充分发挥出农业

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压舱
石”和“稳定器”作用，从经济
社会大局的高度认识粮食生
产的重要性，全力抓好“三夏”
生产工作。

梁辉要求，粮食收储部门
要切实抓好夏粮收购工作，要
摸清底子，根据全县有效仓容
和区域平衡，科学测算、合理
布点，方便群众售粮，粮食部
门要切实抓好落实，坚决做到
不拒收、不限收、不压级、不压
价、不刁难、不打“白条”。相
关单位要疏堵结合，坚决打好
秸秆禁烧战，按照“疏堵结合，
以疏为主，严管重罚，常抓不

懈”的工作思路，认真落实各
项工作措施，坚持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失职追责，完善部
门联动、网格管理的工作机
制，通过宣传车、悬挂横幅、张
贴通告等宣传手段大力开展
秸秆禁烧宣传，并安排人员对

“蓝天卫士”在线监控系统进
行24小时值班，建立健全有
人员、有记录、有联动的监测
机制，真正实现“蓝天卫士”电
子监控系统全天候、全方位、
无死角、全覆盖。

会议还对人居环境综合
整治、移风易俗等工作进行安
排部署。

根据群众需求
及时帮扶确保颗粒归仓

6月1日，记者走进商丘
市睢阳区娄店乡，一台台联
合收割机来回穿梭在金黄的
麦田间，饱满的麦粒从收割
机舱门倾泻而下，紧跟其后
的秸秆捡拾打捆机、秸秆清
运托盘车、播种机，一字排
开，在麦浪中穿行，捡拾打
捆、旋耕、播种等生产环节全
程实现机械化。

据介绍，今年睢阳区小
麦播种面积84.5万亩，长势
良好。为加快三夏生产进
度，及时成立了由区长孙景
权任指挥长的“三夏”生产指
挥部，形成了区领导包乡镇、
乡镇领导包村、村干部包户
的格局。农机部门超前准
备，及时组织农机手对2.4万
台(套)各类农业机械进行普
遍检修，杜绝病机作业；对全
区 2600余台小麦联合收割
机按照人停机不停的要求制
定作业预案，力求最大限度

提高作业效率；同时从山东、
河北等地组织大型联合收割
机600多台参与机收会战，进
一步满足夏收农机需求。全
区已备肥料4万吨，农药82
吨，种子165万公斤，到户率
达95%，完全能够满足夏种
需求。

“针对一些建档立卡贫
困户、老弱病残户和劳力外
出务工户遇到的麦收困难
户，我区着力发挥好乡镇（办
事处）的主体作用，对本辖区
困难户、种粮大户认真排查
摸底、建档立卡，各乡镇组成

‘三夏’帮扶工作队，根据群
众需求及时帮扶，确保颗粒
归仓。”商丘市睢阳区区长孙
景权说。

严防严控确保禁烧监管
无盲区无死角

该区着力发挥好涉农单
位的职能作用，围绕“三夏”
所需，组建科技服务队13个，
农机维修流动服务队6个，在
主干道设立跨区作业接待站

3个，气象部门确保麦收期间
让群众第一时间获取天气信
息，公路部门出动巡回宣传
执法车20多辆，确保主干道
安全畅通。

就做好三夏大忙时节各
项工作，商丘市睢阳区委书
记栗朝举说，该区全力以赴
做好“三夏”生产工作，积
极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精心做
好麦田后期管理，抢抓有利
天气条件，科学组织机收会
战，抢收快收，确保夏粮丰
产丰收。同时，抓住当前有
利时机，持续深化农业结构
调整，大力推广现代高效农
业，不断提高农业质量效
益。把秸秆禁烧作为三夏大
忙时节各项工作的重中之
重，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坚
持堵疏结合，多措并举，进
一步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全
面落实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
各项措施，狠抓责任落实、
严防严控、应急处置、督导
问责，确保禁烧监管无盲区
无死角。

一路行，一路看，收割和
播种同时进行，成方连片的
小麦一望无际，微风过处，麦
浪摇曳，秸秆禁烧宣传横幅
也十分显眼。沿途乡村道路
的秸秆禁烧工作站已经搭建
完毕，铁锹、旋耕耙、流动小
喇叭、手电筒等工具一应俱
全，一线禁烧人员已经做好
了长期战斗的准备。

据了解，截至5月 31日
下午 4 时，当日收割面积
7.664 万 亩 ，累 计 收 割
16.5271 万亩，趁着晴好天
气，全部机器投入使用后，一
个星期左右所有小麦都可以
收割完毕。

本报商丘讯“这些天
路两边停放的大货车几乎
没了，我们晚上出来散步，
也方便多了。最重要的是，
夜间再也不用忍受大货车
轰隆隆的噪音声，吵得一会
儿一醒……”6月2日下午，
家住商丘市梁园区建设路
的刘女士告诉大河报·大河
客户端记者。原来，这些都
得益于商丘市梁园区城市
管理局对大货车乱停乱放
现象的集中治理。

据介绍，为进一步规范
大货车停车秩序，全力营造
畅通、有序、文明的城区周
边环境，着力提升梁园形
象，商丘市梁园区城市管理
局按照梁园区委、区政府的
指示，以规范市容市貌和开
展环境卫生综合整治为抓
手，不断加大执法力度，创
新执法理念，联合交通部门
对路边随意停放的大型车
辆进行集中整治，确保违规
停车行为得到有效控制。

“要想真正根治道路两
侧大型车辆的违规停放现
象，就要有个科学规范的大
型机械车辆停放场地。”梁
园区城市管理局城管大队
副大队长牛锋说，以往大部
分吊车、铲车、挖掘机和后
八轮等大型工程机械车辆，
如果接不到活，就会长时间
停放在路边，有的甚至还停
放在人行道、慢车道和绿化
带上，导致来往行人通行困
难、道路彩砖被压坏、花草
树木被碾死。

为扭转这一问题，进一

步规范城区停车秩序，为广
大市民营造有序畅通的出
行环境，梁园区城市管理局
积极调研，科学统筹，集中
开展大型工程机械车辆随
意停放的治理行动，加紧推
进大型停车场的谋划，从实
际上缓解大型工程机械车
辆“停放难”的问题。目前，
该局已在建设西路与黄河
路交叉口附近设立一大型
车辆停车场，可同时容纳近
400辆大型工程机械车辆
的停放。

正在等活的大型货车
司机韩发明告诉记者，他从
事货车司机工作已经13年
了，由于车辆较大，停在家
里不方便，只有经常停在道
路两边。在这10多年间，
电瓶被偷过，油也被偷过，

“那时停在路边真是担惊受
怕，我就是把油箱锁得再
好，也挡不住被偷，一箱油
就是1000多块钱没有了。
现在多好，有了专门停放大
车的停车场，不仅可以清洗
车辆，还有专人看护，真是
一下解决了困扰我们这些
大车司机多年的困扰。”

据了解，自 4月 17日
至今，共说服教育清理辖区
内铲车、挖机、渣土车等大
型工程机械车辆312台次，
其中，暂扣12台次，引导车
主停放辖区停车场23次。
下一步，该局将持续加大巡
查和管控力度，定期组织开
展专项治理行动，努力创造
一个更加安全、畅通、有序
的梁园出行环境。

商丘市睢阳区
小麦覆陇黄“三夏”开镰忙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海峰 陈萌萌 通讯员 侯博 沈志远 高敏 文图

本报商丘讯 为深入推
进人居环境整治工作，5月
31日，商丘市睢阳区古宋
街道办事处组织开展城中
村（城乡接合部）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现场观摩评比活
动。

观摩活动中，采用每个
社区（工作站）随机抽取一
个自然村进行观摩，参与成
员按照睢阳区颁发的城中

村（城乡接合部）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考评标准细则要
求，认真查看，现场交流，一
路比，一路议，然后实名制
打分进行评比。在观摩过
程中，各社区（工作站）的负
责人详细为大家介绍了各
自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与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具体
做法，更好地促进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整体提升。

商丘市睢阳区古宋街道办事处：

深入开展观摩评比
扎实推进人居环境改善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海峰 陈萌萌
通讯员 霍达 李松柯

麦浪翻滚，满目金黄，又是一年麦收时。6月1日上午，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走进商丘
市睢阳区，满载小麦的飞达车来回穿梭在田间地头与村庄农家之间，伴随着机械作业的轰鸣
声，到处呈现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商丘市梁园区城市管理局：

细谋划严秩序
依法提升城市治理水平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海峰 陈萌萌
通讯员 程红利 陆亮

商丘市睢阳区乡村田间地头机器轰鸣，一片丰收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