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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一行、爱一行、专一
行，保持对生活的乐观、对
工作的愉快，对事业的兴奋
……”“以钉钉子精神抓落
实促提升……”11月11日，
信阳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五
讲五比’大家谈”活动正式
开讲，来自市局机关的10名
主讲人在台上各抒己见，畅
谈对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五
讲五比”要求的学习体会。

“‘五讲五比’是市局
（公司）党组在全市系统掀
起的一场思想洗礼，引导全
体干部职工自觉‘讲政治比
品行、讲责任比担当、讲规
矩比纪律、讲感恩比奉献、
讲实干比进位’；党的二十
大召开后，市局（公司）党组
迅速将‘五讲五比’融入二
十大精神宣贯中，组织干部
职工深入学习领会二十大
精神，深刻理解、准确把握
报告的主题思想、核心要义
和目标蓝图，进一步明确职
责使命，奋力开启高质量发
展美好新征程。”市局（公

司）党建科副科长张彦杰介
绍道。

据悉，信阳市烟草局
（公司）“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五讲五比’大家谈”活动
共三期，这次是第一期。主
讲人是从市局机关科长、副
科长和科员三个序列中选
取，聚焦二十大精神、围绕

“五讲五比”要求，谈心得、
谈认识、谈提升，为推动高
质量发展凝心聚力、凝聚共
识；活动期间还设置了互动
问答环节，随机抽查干部职
工对二十大报告的学习掌
握情况，进一步增强干部职
工学思践悟的责任感和积
极性。

“主讲人结合个人经
历、岗位职责等畅所欲言，
以小见大，以情感人，发人
深省，不仅增强了我们学习
践行的自觉性，更让我们看
到了差距、激发了干劲，进
一步坚定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信心和决心。”市局（公
司）机关员工陈文君感触颇
深。

据了解，党的二十大召
开以来，信阳烟草系统迅速
掀起学习宣贯热潮，先后组
织开展了“金句我来读 学
习二十大”“学习贯彻二十
大精神 抓实‘五讲五比’检
视交流”“心向二十大 启航
新征程”“党的二十大精神
快问快答”“信烟青年说”及
专题辅导讲座等一系列有
声有色的活动，制作宣贯视
频10余部，全面推进二十大
精神进机关、进基层，真正
做到以学促思、以思促行。

“我们将把学习宣贯党
的二十大精神作为首要政
治任务，主动把党的科学理
论、创新成果运用到工作中
去，以昂扬饱满的精神状
态、务实高效的工作作风推
进各领域工作高质量发展，
为实现党的二十大确定的
宏伟目标、奋力谱写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崭
新篇章贡献力量。”信阳市
烟草局（公司）主要负责人
表示。

信阳市烟草专卖局：

以讲促学以学促行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李鑫 通讯员 花云菲

日前，生态环境部公布
了第六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区名单，信阳市商城县
获命名为第六批国家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区。据悉，第六
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命名全国共106个，其中河
南省5个，商城县为信阳市
第二个获命名的县区。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区涵盖生态制度、生态安
全、生态空间、生态经济、生
态生活、生态文化等六大方
面，是目前中国生态文明建
设领域的最高荣誉。它不
仅反映了一个地区在生态
文明建设上取得的成就，也
彰显着一个地区以绿色发
展理念为引领、实现保护与
发展共赢的努力与实践。

作为国家重点生态功

能区、大别山水土保持功能
区、革命老区，近年来，商城
县委、县政府牢固树立和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通过加强生态
制度体系建设、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保护生态空间体
系、优化空间发展质量、推
动资源高效利用、践行绿色
生活方式、培育新时代生态
文化体系等有力措施，走出
了一条深山区县保护绿水
青山，实现生态优、产业兴、
乡村美的生态文明建设实
践之路。先后荣获中国美
丽乡村建设示范县、国家级
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示范
区、中国长寿之乡、中国健
康宜居小城、中国最美县
域、中国天然氧吧、全国绿
化先进县、全省农产品质量

安全示范县、省级森林城市
等殊荣。

“荣誉既是鼓励，又是
责任，更是不断前行的根本
动力。”从第十届中国生态
文明论坛南昌年会领奖回
来的商城县委副书记、县长
鲁新建表示，成功创建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是全
县上下深入践行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坚定不移走绿
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道路，持
之以恒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的结果。下一步，商城县将
持续深化国家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区创建工作，巩固提
升创建成果，让商城的天更
蓝、水更清、地更净、山更
绿、环境更美好，不断提升
老区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
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

国字号！信阳商城
荣获第六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称号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李鑫 杨小燕 通讯员 吴文狄 文图

信阳市浉河区：
国家级农业科技园项目建设热火朝天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李鑫 杨小燕 通讯员 董勇 苏山 文图

“太便捷了！还是高科
技设备好啊，简单、省事、效
率高，连我这不咋懂的人都
能简便操作。本想着要去
律师事务所找专业律师，没
想到在这里轻松解答了我
的所有问题。”昨日早上，家
住信阳市平桥区平中大街
的林女士在区政务服务中
心咨询办理财产分割的相
关问题，面对互联网无人律
所自助终端的高效便捷，连
连表示称赞。

近日，平桥区政务服
务中心大厅迎来了法律小
能手——“互联网无人律
所”，即一台智能化法律咨
询自助设备，它的到来在
给大家带来便捷的同时，
也为群众提供了智慧法律
服务。

“互联网无人律所就
像一台法律界的‘ATM’，
是一套基于互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等技术搭建并

整合律师资源的互联网法
律服务平台，这也是我们
在优化营商环境上打造的
一个新装备。”政务服务中
心主任杨亚非介绍说。

群众在使用中通过刷
二代身份证实名登录后，
即可选择服务项目，系统
终端会自动连接律师，通
过视频对话、语音与律师
交流，提出需要解决的问
题。设备安置上还设有
封闭玻璃门，可充分保障
办 事 群 众 的 隐 私 和 安
全。通过为群众提供一
站式互助法律服务，该系
统极大地方便了群众与
律师进行面对面、一对一
的咨询交流。“互联网无
人律所”的引入和使用，
有效实现了法律服务资
源的整合，开启了公共法
律服务新模式，满足了群
众多元化的法律服务需
求。

信阳平桥区：
大厅有了“小能手”法律咨询不用愁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李鑫 通讯员 韩涛 吕雪婷

11 月 15日清早，薄雾
没能挡住东双河镇白马庙
村的施工机器阵阵轰鸣。
这里是浉河区“信阳国家农
业科技园核心区建设项目”
的施工现场。

记者按照进场疫情防
控的要求，佩戴口罩和安全
帽后，在该项目施工方“中
铁十局”工程部部长唐旭的
带领下，转了一圈。施工现
场，打桩机将桩锤高高举
起，又快速落下，“砰”的一
声巨响；高空吊车不停地挥
舞摇臂，将捆扎好的钢筋平
地提起，转运到施工楼层。
各种机械巨兽轰鸣不止，不
断发力。

唐旭告诉记者：“截至
目前，进场机械包括挖掘
机、打桩机、吊车等约25台，
现场工人172人，场地平整
基本完成；5号楼和7号楼正
在紧张地施工作业，其中7
号楼辅房3层和厂房标准房
2层基本结束施工。目前的
工期目标是7号楼在年底前
竣工验收。在浉河区委和
区政府的领导下，施工单位
将确保安全生产，如期完成
施工任务。”

“信阳国家农业科技园
核心区建设项目”是2022年
河南省重点项目。该项目

位于浉河区东双河镇107国
道以西、信阳书画院以东，
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约
628.21 亩，总投资约 12 亿
元。该项目主要建设以茶
产业为主题的产业园区，重
点建设内容包括科研中心、
展销中心、人才公寓、标准
化厂房及生产生活配套设
施等。园区建成后，将作为
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龙头和
示范样板，有效地推动茶产
业集群和一二三产联动发
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
效俱优。

浉河区东双河镇党委
副书记万巍表示，自项目启
动以来，按照区委、区政府
的安排，东双河镇借势而
为、顺势而上，在项目用地
选址、规划设计和招商引资
等方面持续做好服务保障
工作，也得到了施工方和周
边群众的充分认可。

万巍说：“下一步，我镇
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
项目企业的招引、落地、建
设和发展提供全方位优
质、高效的服务，力争早日
形成产业发展新高地，为
全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
展做出东双河镇应有的贡
献。”

商城县黄柏山国家森林公园

园区建筑用房施工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