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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商丘讯 2月6日，
柘城县委书记王景宇在调
研美兰生物、力量钻石、金
刚石产业园等重点项目时
强调，要深入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落实省、市重大决
策部署要求，以“开局就是
决战、起步就要冲刺”的竞
进姿态，树牢项目为王鲜明
导向，千方百计优化服务配
套，全面推动项目早建成、
早投产、早达效，为全方位
推动柘城县高质量发展提
供强有力支撑。

每到一处，王景宇都仔
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展情况，
询问企业在项目推进中遇
到的困难和问题，叮嘱有关
部门要坚持一企一策、一项
目一专班，帮助指导企业解
决好项目推进中存在的问
题，助力项目早建成、早投
产、早达效。

王景宇指出，项目建设
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全
县上下要牢固树立“项目为
王”理念，做好要素服务保
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及

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企业
运行中的困难和问题。施
工单位要进一步压实工作
责任、提升工作效率，抢抓
工程施工节点，倒排工期，
在确保安全质量的前提下，
加快施工进度，加快配套基
础设施建设，确保项目早日
建成投用。相关部门要不
断提高服务效能，全力做好
要素保障，确保项目顺利推
进，以实际工作成效为柘城
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
出更大贡献。

柘城县委书记王景宇调研重点项目建设时强调

要全面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武月 张宸铭

本报商丘讯 2月5日，
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在宁
陵县葛天大剧院广场上，肘
歌、竹马旱船、抬花轿、忠义
门拳武术表演等宁陵县省
级非遗项目轮番上演，吸引
十里八乡的群众驻足观看，
为全县人民营造了一个欢
乐祥和、热闹非凡的节日氛
围。

“在元宵节，把我县的
非遗项目进行展演展示，不
仅能让广大群众享受文化
大餐，感受宁陵的文化厚
重，还能使我们的非遗项目

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宁陵县文化馆馆长郭勇说，
目前，该县有8个省级非遗
项目，19个市级非遗项目，
51个县级非遗项目，在现场
能看到的除了这些表演项
目，还有刘腾龙毛笔、白蜡
杆工艺制品、酥梨深加工产
品以及葫芦烙画等非遗产
品。

在这次非遗闹元宵展
示展演活动中，最吸睛的要
数宁陵县的肘歌。“我们的
肘歌2020年上了春晚，观
众看后眼前一亮，赞声一

片。”肘歌非遗传承人郭振
陆说，肘歌自清朝从山西传
入宁陵县南关后，至今已有
300多年的历史。肘歌的演
出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为
表演者，均系孩童，下为执
撑者，多是有民舞技艺的青
壮年男子。

“今天的人真多，真热
闹。”“编排的节目太好看
了！”“没有想到我们宁陵还
有那么多非遗表演项目和
非遗产品。”前来观看表演
的观众纷纷表示。

宁陵县
非遗展演闹元宵 文化惠民暖人心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宋涛

本报商丘讯 2月6日清
晨，记者在睢县水城娇子广
场看到，前来练习彩带舞、柔
力球、太极拳等健身项目的
市民络绎不绝。“我每天早晨
都来这里锻炼身体，一整天
都心情愉悦。”该县市民王女
士说。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
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
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是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
是每一个人成长和实现幸福
生活的重要基础。随着全民
健身国家战略深入实施，“体
育让生活更美好”的理念深
入人心。而引导群众科学健
身，是开展全民健身的重要
理念。

早在1994年，睢县依托
资源、区位、交通优势，成功
举办了河南省皮划艇锦标
赛，在此后的两年里，连续成
功举办了河南省青少年划船
运动会、全国青年皮划艇锦
标赛、全国皮划艇锦标赛。
从此，该县与运动结缘、以运

动扬名、因运动而兴、成运动
之城。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
高，健康意识不断增强，越来
越多的人加入全民健身的行
列中。近年来，睢县持续加
大体育设施建设，体育事业
得以蓬勃发展。现有游泳、
篮球、乒乓球、羽毛球、太极
拳、台球等 40多个体育协
会，广场舞队238个、腰鼓队
32个、盘鼓队15个，并建立
了河南省跆拳道后备人才基
地、河南省摔跤单项体育后
备人才基地、中国柔道协会
柔道特色学校、皮划艇省市
联办重点后备人才基地。丰
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百花
齐放，全民健身这座“大花
园”五彩缤纷。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
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不
断丰富群众的文化体育生
活，推动全民健身热潮，让体
育健身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睢县体育发展服务中心党组
书记、主任袁光耀说。

睢县
全民健身让群众幸福感满满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任博文 文图

本报商丘讯“通过咱
们的春风行动我找到了心仪
的工作，工资待遇各方面都
很满意，主要在咱家门口，还
能多陪陪家人，过几天我就
可以去上班了。”近日，虞城
县稍岗乡村民谢家基高兴地
说。

春节刚过，为促进返乡
人员和辖区群众家门口就近
就业，虞城县积极开展“春暖
农民工”暨就业援助月活
动。为让更多的群众了解知
道“春暖农民工”暨就业援助
月活动，该县通过广播、电
视、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发布
招聘岗位信息，并印制了一
封信、返乡创业政策、企业招
聘清单等宣传页30000余
份。同时，该县人社局专班

成员奔赴各个乡镇，广泛进
行宣传，把就业创业相关优
惠政策送到老百姓家门口。

近年来，虞城县切实保
障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员工待遇逐步提升，其工作
环境和生活环境也得到了大
幅度的改善。在2023年“春
风行动”现场，华美医疗科技
（河南）有限公司、河南金豆
子食品有限公司等19家用
人单位，提供了普通工人、管
理人员、美工、销售人员等千
余个就业岗位，吸引近万人
求职。

据了解，虞城县2023年
“春风行动”将持续在虞城县
25个乡镇开展不少于25场
专项招聘，将为更多群众提
供家门口就业的圆梦机会。

虞城县
春风行动送岗位 牵线就业正当时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刘春梅

本报商丘讯“上午 9
点我就来了，咨询了几个比
较中意的岗位，对比后觉得
销售公司的文员更适合我，
已经填写了求职登记表，接
下来就等面试通知了。”求
职者李珊激动地说。

春节刚过，正是务工
人员找工作的黄金“窗口
期”，近日，永城市2023年
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招
聘会在金博大购物广场拉
开帷幕。现场人头攒动，
求职者为谋求一个合适的
职位“摩拳擦掌”，用工单
位人事部门招聘人员热情
回应求职者咨询的问题。
永城市委、市政府充分抓
住春节人员返乡这一机
会，牵线搭桥，当好企业与
求职者的“红娘”，通过各
种方式大力宣传招工信
息，详细询问企业用工需

求，开展线上线下招聘活
动，真正让招聘“春风”吹
进千家万户。

招 聘 会 现 场 气 氛 火
热，据悉，在招聘会现场，
70余家永城当地企业设置
了咨询台，涉及4000余个
就业岗位，涵盖印刷工等
多个技术工种。“新春伊
始，永城市举办此次招聘
会，解了我们企业节后用
工的燃眉之急。”闽源钢铁
集团有限公司人事部工作
人员蒋晓涵对大河报·豫
视频记者说，近年来，永城
市持续深入开展“万人助
万企”和“企业服务日”活
动，以优化营商环境为主
线，积极为企业纾困解难，
全力护航企业健康成长、
平稳发展。

春节过后，河南省委、
省政府开展了春风行动系

列招聘活动，全面推进人
力资源品牌建设，为广大
求职者谋取更广阔的发展
空间。永城市2023年春风
行动暨就业援助月招聘会
与河南省同步举行。

“我们组织工作人员
到部分乡镇（街道）举办招
聘会分会场，通过政府搭
建平台，让用工单位和求
职者能够面对面、零距离
对 接 ，从 而 实 现 双 方 共
赢。”永城市人社局党组书
记、局长张洪涛表示，此次
活动是永城市全面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稳就业、保
就业要求的具体行动，是
实现高质量就业，助推乡
村振兴的重要举措，也为
永城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人力资源和人才
支撑。

永城市
“春风”送岗位 积蓄“人才池”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刘月

群众在睢县水城娇子广场健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