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柘城县县长路标调研辣椒小镇建设情况和辣椒产业发展时说——

小镇建设彰显特色，打造辣椒全产业链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武月 李奇洋 文图

本报商丘讯 7月25日，柘
城县县长路标到牛城乡调研辣
椒小镇建设情况和辣椒产业发
展情况。余化敏、汪素美等县
领导参加调研。调研中，路标
说，辣椒特色小镇建设事关柘
城县发展大局，相关单位和乡
镇要统筹做好空间布局、产业
发展、功能配套等相关规划，做
到定位再精准，标准再提升，集
聚优势资源，彰显鲜明特色，加
快推进辣椒特色小镇建设和乡

镇布局优化工作，助力乡村振
兴，为实现柘城县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在万亩椒
田中，路标与椒农促膝交流，详
细了解了今年辣椒的生长情况
和收获情况。路标鼓励椒农紧
紧把握柘城县对辣椒产业扶持
政策的机遇，用勤劳的双手争
取早日脱贫致富。

路标说，相关乡镇和单位
要进一步坚定辣椒产业发展信
心，加快土地流转进度，加大辣

椒合作社和种植大户扶持力
度，积极主动作为，加强业务指
导，大力推广优质、高产、具有
市场竞争力的辣椒品种，真正
把辣椒产业做大做强，进一步
提高辣椒种植的辐射带动力
度，从而带动更多群众脱贫致
富。要充分发挥辣椒种植技
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积极打
造集研发、育种、种植、生产加
工、销售为一体的辣椒全产业发
展链条，确保出产量、出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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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市抗洪抢险突击队冒雨救助被困群众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曦 通讯员 实习生 陈怡然 冯振

本报商丘讯 7 月 21 日
16时至 22日 8时，商丘地区
普降暴雨，降雨量最大达
155.1毫米，商丘市区和各县
区多地因严重积水造成内
涝，导致部分群众被困。

7月22日上午8时，商丘
市消防救援支队启动抗洪抢
险应急预案，该支队抗洪抢

险前置力量迅速集结出动，
各县（市、区）消防救援站也
立即赶赴一线开展救援。该
支队第一时间调派220名指
战员、26辆消防特种车辆、17
艘救援舟艇、18台浮艇泵和
手抬机动泵、4辆水陆两栖车
等各类抗洪抢险救灾装备器
材参与灾情处置。

据了解，消防指战员在
该市60多个积水严重的区域
冒雨进行排涝和开展社会救
助，经过8个多小时的紧张救
援，消防指战员共设置排涝
作业点 8 个，疏散被困群众
120余人，开展各类救助300
余次。

风雨中同消防员的“约定”她们还是失约了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萌萌 实习生 陈怡然 通讯员 冯振

本报商丘讯“记得输完
液，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还过
来送您！”医院里，消防员给老
人的外孙女刘女士留下电话，
约定两个小时后再来医院。

“好的，谢谢，真是麻烦你
们了！”老人不停地表示感谢。

这个暖心的约定发生在7
月22日下午3时许，商丘市消
防救援支队抗洪抢险突击队
的消防员在积水路段执行消
防救援任务时，遇到了积水中
被困的老人和其外孙女刘女

士。
老人已经 80多岁，因患

病需要去医院输液，刘女士开
私家车送老人去医院的途中，
在该市八一路与金银路交叉口
车辆熄火被困。正在附近执行
救援任务的消防员接到求助
后，立即驾驶水陆两栖救援车
将刘女士两人送到了医院。

到医院后，消防员李昂贴
心地留下了电话，并嘱咐刘女
士说，等到输液结束再打电
话，消防员一定会过来，再把

她们送回去。直到下午6时
许，忙碌的消防员也没有等到
刘女士的电话。

“消防员都很辛苦，姥姥
打完针，雨也不怎么下了，积
水也不多了，就没再麻烦消防
员，但真的很感谢他们。”后
来，记者联系到了刘女士，刘
女士在电话里说道。

虽然，这是在风雨中同消
防员最暖心的约定，但她们还是
失约了。而对消防员来说，确保
群众平安就是他们的职责。

宁陵：“三微一小”给党员干部戴上“行为警示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曦 通讯员 宋涛 夏金明

本报商丘讯“第一次参
加这样的‘小课堂’很震撼。
对基层干部，有很强的教育意
义。”宁陵县孔集乡王于庄村
支部书记张书敬在观看县纪
委监委拍摄的“微视频”后感
慨道。

“一机在手，党纪全有；每
天几分钟，廉洁劲不松。”这是
宁陵县立足“微小”强化党员
干部廉政教育的真实写照。

近年来，宁陵县纪委监委
借力“细微”力量，释放廉洁

“大能量”，打造“零距离”廉洁
文化宣传圈，实现廉洁文化宣
传阵地的全覆盖，让廉政文化
和理念深入人心。

结合贯彻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和省、市、县关于作
风建设的具体要求，该县纪

委监委着重从干部的上下
班、会场纪律、出勤、请销假
等日常管理工作抓起，开展
明察暗访，督促广大党员干
部自觉遵守各项规章制度，
自觉树立不能违、不敢违、不
愿违的思想防线，实现作风
建设大变化。

借助QQ、微信、“廉洁宁
陵”等手机微平台，定期向全
县党员干部传递廉政信息，给
党员干部戴上‘行为警示器’
和‘纪律紧箍咒’，提醒干部守
好廉洁关、把好纪律尺。已发
送微信提醒10000多条，编发

“廉洁宁陵”553期。
县纪委监委进一步畅通

信访举报渠道，利用“来信、来
电、来访、网络、微信”五位一
体的信访举报平台，全方位及

时受理群众对党员干部和公
职人员重要时间节点违纪行
为的举报，对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和“四风”问题坚决做
到扭住不放、一查到底。

同时，利用“小喇叭”，贴
近群众宣传。“喇叭一响，注意
听讲，廉洁教育，天天播放。”
柳河镇李庄村村民高兴地
说。据介绍，该县依托村头小
喇叭，由各村纪检委员用群众
听得懂的方言土语评说身边
人身边事，定期广播党纪党
规、通报典型案例和案例剖
析、讲述廉洁故事，使广大群
众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廉洁
知识。目前，全县通过村级广
播“小喇叭”播报典型案例430
多起。

森林公安
为野生动物充当“保护伞”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萌萌 通讯员 杨晓娟

本报商丘讯 7 月 24
日，商丘市动物园迎来一
位新成员，一只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美洲绿鬣蜥被救
助至园内，它体长约 100
厘米，通体亮绿夹杂着蓝
色的花纹，背部长着齿状
突触，拖着长长的喉袋，被
饲养员精心喂养后，时而
摆动头部时而摇晃喉部垂
肉，偶尔还会摆出一些威
吓动作，俨然成为了动物
园里最靓的“仔”。

这是商丘市森林公安
局继川金丝猴、金刚鹦鹉、
猕猴、葵花鹦鹉等送到动物

园里的第642只野生动物，
正是有了这支队伍，全市的
野生动物都安全地活跃在
自己的小领域里，小到一只
壁虎、一只麻雀。

商丘市森林公安局政
委李付廷说，今年7月至8
月，正是全国“昆仑2020”
专项行动严打高峰期，要求
全市森林公安民警每日出
动警力不得低于30人次。
截至7月底，商丘市森林公
安局办理涉林、涉野生动物
刑事案件17起，起诉犯罪
嫌疑人21人，抓获网上逃
犯2人。

风雨无阻
“垃圾清零”在行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曦
通讯员 姜灿 赵晨 赵卫东

本报商丘讯 7 月 26
日，正值周末，又逢下雨
天。商丘市睢阳区古宋街
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没有停
下脚步，冒雨奋战在每一个
垃圾没有清完的地点。

当天，虽然下着中雨，
却依然没能阻挡工作人员
加入“垃圾清零”清扫行动
的热情。

为还给居民群众一个
干净整洁的家园，工作人
员穿着雨衣，拿着清扫工
具，按区域分工合作。对
楼栋绿化带、花圃、楼栋外
墙墙面、楼梯楼道内等卫
生死角的垃圾进行清理，

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说起小区的变化，阏伯

社区 3 号楼的崔女士说：
“以前垃圾桶周围20米之
内就像一座垃圾山，离得老
远就能闻到刺鼻的味道，现
在每天有专人不定时清运；
以前施工后留下的建筑垃
圾及渣土到处堆放，赶上刮
风天就是‘漫天黄土’，现在
不仅这些垃圾点被清理，裸
露的地面上还进行了绿
化。”

现在小区的卫生状况
有了明显的改变，环境得到
了改善，整洁的环境获得居
民的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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