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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商丘讯 秋末冬初，
这是宁陵县先进制造业开发
区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已
入驻主导产业企业132家；
预计12月底，工业固定资产
投资可完成21亿多元，工业
总产值可完成299亿元……

近年来，宁陵县围绕
“招大引强、招精选优、招才
引智”总思路，紧抓承接产
业转移新机遇，以打造百亿
级产业集群为主攻方向，通
过加大基础设施投入，提高
规划建设水平，完善基础配
套和服务，培育特色产业集
群等举措，助推产业提质

“聚变”，促进经济高质量发
展。

“我们开发区作为全县
产业发展的主战场，推动工
业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
量的合理增长责无旁贷。”拿

着一份全县产业布局规划
图，宁陵县先进制造业开发
区党工委书记朱勇介绍，宁
陵县当前正围绕化工、农产
品加工和电子及设备制造主
导产业发力，聚焦主导产业
抓链条延伸，加大内引外联
力度，提速产业链优化升级。

在宁陵县，每个项目都
会明确一名服务专员，全程
无缝对接，提供保姆式服务，
全力推进项目顺利建设、尽
早投产达效。

以农产品加工为主线，
宁陵县有针对性地持续布局
发力，全面推进农产品加工
产业强劲发展。目前，已落
地10余家农副产品加工企
业。

宁陵县还培育了以史丹
利化肥、嘉施利化肥、三宁复
合肥等为重点企业的20家

农资化工产业集群，年产值
超百亿、产能近千万吨，是全
国县级最大的新型复合肥特
色产业基地。

近年来，宁陵县不断推
动先进制造业从数量扩张向
质量提高的战略性转变，推
进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智能
制造产业，培育具有核心竞
争力的主导产业，被科技部
授予“国家火炬商丘宁陵新
型复合肥特色产业基地”，并
被评为“全省最具产业竞争
力产业集聚区”。

宁陵县委书记马同和告
诉记者，面对新机遇，该县将
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补齐短
板弱项，强化长板强项，抢占
未来产业竞争制高点，让资
源优势更好赋能县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

宁陵县：让资源优势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陈海峰 商丘日报记者 高会鹏

本报商丘讯 近期以
来，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以下简称：示范区）政务
服务大厅以便民服务暖人
心、高效服务利民心、贴心
服务除烦心等“三心”服务，
打造便捷高效、让群众满意
的营商环境。

据介绍，示范区政务服
务大厅以满足市场主体政
务服务需求为导向，对大厅
窗口进行调整，将社保、工
商、公积金等便民窗口安排
到一起，便于群众寻找与等
待。同时，政务大厅提供免
费刻章、免费复印、免费邮
寄、免费停车、免费充电、免
费E邮柜及免费帮办代办等
八项免费服务，深入贯彻落
实“为人民服务、为群众办
实事”的准则，注重在打造
人性化、“有速度更有温度”
的服务上下功夫，全面提升
服务质效。

为解决服务大厅聚焦
群众办事的困难和堵点，根
据工作实际对此进行研究

探讨，积极开创“一枚印章
管审批”、启动“一窗受理”
改革，推进事项“一网通
办”、完善网上事项办理清
单等模式，同时，增加“容缺
受理”事项业务范围，做好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
革，积极响应居民群众对于
政务服务改革的需求，打造
更温馨、高效、贴心的政务
服务中心。

据了解，政务服务大厅
将群众满意度作为工作重
点，积极推进政务服务“好
差评”制度，通过现场评价
对大厅服务人员进行评分，
让群众对服务人员进行监
督，并持续强化“好差评”工
作责任落实，针对群众反馈
的问题及时整改，不断提升
大厅工作人员服务能力。
同时，定期对大厅工作人员
进行业务、礼仪培训，持续
提升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
和工作素养，消除办事群众
在办事过程中的烦心事，打
造最贴心的政务服务。

本报商丘讯“离家二
十米，就是一处小广场。”一
大早，永城市龙岗镇杨庄村
82岁的村民杨东昌来到这
里使用健身器材锻炼身体。

广场上，四季常青的绿
植与浅青色的文化墙相映
成趣，“创建‘五星’支部、加
强基层组织建设、引领乡村
振兴”等红色标语引人注
目。

“小广场在村子中间位
置，今年改造提升后，成为
全村村民又一处健身娱乐
的好去处。”龙岗镇杨庄村
党支部书记王桂林笑着说。

杨庄村因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出色，连续几年被该
镇党委、政府评为先进村，
还曾被市委、市政府表彰为
综合工作先进村。

自永城市“五星”支部创
建工作开始以来，王桂林和
村“两委”干部认真对照创建

标准，决定发扬优势，以争创
“生态宜居星”为抓手，引领
带动各项创建工作。

在前期保持常态化全
域保洁，家家户户门口配备
垃圾桶，定期组织村干部、
保洁员、脱贫户义务打扫卫
生等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
优化“户打扫、村收集、镇清
运、市处理”垃圾转运工作
流程，不断增强村民爱护环
境的意识，绘制崭新文化墙
提升村庄颜值，巩固改厕成
果，加强坑塘治理，深化“四
小园”建设……通过落实一
系列实实在在的举措，村庄
愈发“洁净美”，群众住着更
舒心。

“下一步，杨庄村将在
镇党委、政府的指导和市住
房保障局驻村工作队的帮
扶下，继续争创‘生态宜居
星’，让村民拥有更多的幸
福感。”王桂林表示。

本报商丘讯 近期，商
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以
下简称：示范区）认真学习
省委、市委、区党工委有关

“五星”支部创建决策部署，
积极发挥驻村干部第一书
记“领头雁”作用，深入推进

“五星”支部创建工作。
驻村第一书记要做到

“耳聪目明”“心中有数”。
组织召开驻村“五星”支部
创建工作任务分解会，担任
村创星工作专班长，激发创
建合力；认真分析研判驻村
党支部运行情况、村情村
貌、产业结构、自然资源禀
赋等因素，对照“五星”创建

标准，聚焦31项重点任务，
指导帮助驻村党支部厘清
创建底子，科学谋划创建规
划，推动驻村“五星”支部创
建各项任务落实见效。

驻村第一书记积极开
展结对共建，发挥后盾资
源优势。以抓党建引领乡
村振兴为切入点和着力
点，从政策、资金、技术等
方面给予支持。指导所驻
村建立“双联”机制，支部
联系党员、党员联系农户，
做到党员包户全覆盖，增
加服务群众温度，提升村
级党组织的群众号召力和
凝聚力；指导所驻村通过

党支部引领、驻村帮扶单
位带动、龙头企业合作、党
员带头示范、群众积极参
与，发展特色产业，助力产
业振兴。要按“星”建立工
作台账，细化工作任务，量
化创建内容，明确时间节
点，倒排工期，实行节点销
号，确保创星任务顺利进
行，为创建“五星”党支部
提质赋能，筑牢红色引擎。

目前，示范区驻村第
一书记共指导派驻村完成
创建规划13个，解决创建
难题、民生实事等56件，引
进产业发展项目3个，引进
帮扶资金800余万元。

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头雁”引领谋发展
党群协力创“五星”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陈海峰 商丘日报记者 马晓伟

老人寒夜迷路
商丘高速交警助其回家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聂政 文图

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三心”服务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陈海峰 商丘日报记者 马晓伟

永城市龙岗镇杨庄村：
以“洁净美”争创“生态宜居星”

村民在永城市龙岗镇杨庄村小广场锻炼游玩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刘传海

本报商丘讯 11 月 13
日傍晚，一位年近 80岁的
老人迷路走到连霍高速公
路商丘收费站，找不到返家
的路。执勤的商丘高速交
警发现后，热心帮助老人找
寻回家的路。

据商丘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高速大队三中队副中队长
王保顺介绍，他带领中队人
员赵杰、任亚峰等人在连霍
高速公路商丘收费站疫情防
控检查站执勤时，看见一位

老人在收费站匝道内蹒跚逆
行，欲走上高速公路。

交谈中民警发现老人
口齿不清，说不清自己的家
庭住址及家人联系方式，疑
似患有阿尔茨海默病。

为了老人的安全，民警
搀扶着老人走进移动警务
车避寒，耐心安抚老人焦急
情绪。在与老人交流中，民
警得知老人姓王，有个孙子
叫“龙龙”，民警随后用警务
通手机比照查看。逐一联

系排查时发现一位叫王某
某的老人。

历经近 40 分钟查询，
终于联系上老人家人，民警
们顿时松了一口气。“幸亏
高速交警热心救助，这么冷
的夜晚，一旦老人逆行走上
高速路，后果不堪设想，谢
谢！”据老人的孙子龙龙介
绍，爷爷今年78岁，患有阿
尔茨海默病，没想到爷爷上
午走出家门能走到离家20
公里外的商丘收费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