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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童浩麟）我省首个农业现代
化投资综合试点 4 月 14 日在兰考拉开序幕。
当日，省农业综合开发公司与兰考县政府签订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省财政厅、省农开公司、兰
考县委县政府相关领导出席签约仪式。

省农开公司作为省委省政府现代农业大
省建设的省级投融资综合服务机构，将为加快
我省农业现代化大胆尝试闯出一条新路子，为
解决农业投资不足和资金瓶颈积极创新找出
一套新体制，把农业现代化和精准扶贫工作
有机结合探索一个新模式。为落实省委省政
府关于加快现代农业大省建设和推进全省直
管县经济社会加快发展的战略部署，农开公
司决定选择兰考为综合投资试点，支持兰考发
展，创造可以复制推广的经验，不断完善，全面
推开。

按照框架协议，此次投资以兰考县为试
点，旨在充分发挥合作双方的各自优势，根据
兰考县资源特点和发展需求，统筹规划，构建
平台，整合资源，进行产业集中协调发展综合
投资试验，围绕引导土地有序流转、保障农产
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促进农业一二三产业融
合、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等目
标，整体设计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有效模式，促
进兰考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目
标，提供在其他市县可复制推广的新常态下农
业现代化建设运营模式。

此次投资方式是由省农业综合开发公司
与兰考县政府进行战略合作，联合县属投融资
公司和其他战略投资者，在兰考组建平台公
司，负责全面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

此次兰考农业现代化投资综合试点包括
以下内容：以平台公司为依托，以项目推动为
抓手，实施模式创新，通过 PPP 等方式，引导金
融资本、产业资本等各类社会资本。以循环农
业、生态农业、智能农业等特色产业带动，围绕
黄河滩区扶贫开发、培育地方知名品牌、特色
村落、建设农业基础设施、盘活农村土地资源
和农民财产、建立农业现代服务体系、农民职
业化教育等方面进行综合性投资开发。

省农开公司负责人表示，作为我省农业综
合投资新模式，此次投资试点将努力实现在股
权结构、投融资手段、投资领域、土地流转等多
方面进行创新。同时，农开公司下属的产业投
资公司、农开担保公司、基金投资公司、小额贷
款公司等将联合中原农业保险公司，优先在兰
考设立子公司或分支机构，为兰考提供综合投
融资服务，以引领农业新型业态，服务农村经
济，帮助农民脱贫致富。③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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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0 日，新蔡县宋岗乡王湾村农民正在
油菜花、萝卜花盛开的田野生产劳作。近年来，
新蔡县以乡村环境综合整治为抓手，不断加大
对生态环境建设的投入，使得眼下的乡村处处
美丽如画。 曾昭阳 赵学风 摄

生态乡村
美丽如画

新蔡

交通拥堵、占道经营、车辆乱停乱放等，这
些现代城市病，是包括永城在内的每一个城市
管理者和城市居民的心头之痛。

创建就是要让城市更靓丽，更有魅力，让
市民生活更美好。

因此，永城市在“六城联创”工作中，把工
作的触角伸展到城市的各个角落，以为民惠民
为主线，以解决广大市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
问题为突破口，按照净化、绿化、美化、亮化的
要求，相继开展了以卫生秩序、建筑秩序、市场
秩序、文化秩序、环保秩序、交通秩序等为内容
的城市“六大秩序”整顿活动，启动了净化、绿
化、美化、亮化工程建设，先后硬化（重修）了城
区 10 余条主干道，铺设了人行道路彩砖，更换

了道牙石，对主干道和城市出入口进行了绿化
美化，对城区道路路灯进行彻底的检查，大街
小巷亮灯率 98%以上，建设城区公厕 69 座，全
部免费对群众开放。

城区街道是“六城联创”的主战场，战线
长、任务重、治理难。为此，永城市实行了市四
大班子领导和市直单位分包路段、社区制度，
单位、门店“门前五包”责任制，建立了楼（院）长
制度、环境卫生责任制度、义务劳动制度、卫生检
查评比制度等各项环境卫生的长效管理机制。
永城市“六城联创”指挥部督导组对工作落实情
况进行督导，并及时把结果上报指挥部，针对落
实不到位的单位进行曝光，使城市环境得到明
显改善，城市品位得到大幅度提升。

以人为本 建设魅力城市

提高素质 建设文明城市

为了心中
那一抹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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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 平
本报通讯员 姚坤鹏 刘 丹

有文明的市民，才有文明的城市。市民的
素质决定了城市的文明程度。

永城市在创建工作中，以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大力推进公民道德建
设，提高市民素质。

该市文明办先后印制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宣传挂图、《我学习、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读本》、《永城市市民教育读本》、《弟子
规详解》等，发放到乡镇、单位、学校、社区，不
定期举办知识竞赛、演讲比赛、征文比赛，围绕
文明交通、文明旅游、文明餐桌、文明服务、文
明执法等内容，广泛开展了“做文明有礼的永
城人”活动，让市民接受道德感染，在全市形成
了谦恭有礼、勤俭节约之风。

为在全社会弘扬真善美、传播正能量，让
广大公民学有榜样、做有标杆，永城市广泛开
展了“好媳妇”、“道德模范”、“文明市民”、“美
德少年”等先进人物评选活动。并以“道德讲
堂”为阵地，用“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事教身

边人”的教育新模式，向社会传递正能量。活
动开展以来，全市已建设各类“道德讲堂”100
多个，累计举办千余场（次）。道德讲堂已成为
永城道德建设的重要阵地。

奉献他人，提升自己。该市第四小学的志
愿者班淑梅在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后，在自己的
心得体会中这样写道：“我们在服务他人、服务
社会的同时，自身得到提高、完善和发展，精神
和心灵得到满足。在服务中感受真爱，让爱的
种子深深种在心田，将文明的春风吹遍永城大
地。”

为实现志愿服务工作常态化、制度化，成
立了永城市志愿者协会，建立了永城市志愿者
注册系统，目前全市网上注册志愿者达 1 万余
人。自 2013 年起，在公共场所、窗口单位和社
区启动了“文明使者志愿服务站”建设活动，目
前已建成服务站 16 所，初步实现了公共场所
有“流动的小红帽”、窗口有“温暖的微笑”、社
区有“可以信赖的依靠”。

一 条 条 街 道 干 净 整

洁、一排排车辆摆放有序、

一家家门店窗明几净。走

在永城市的大街小巷，你

会感受到这座小城独有的

魅力，你会看到这里的人

们精神焕发。

这里，处处昭示着“六

城联创”带来的骄傲与辉

煌：

2012 年 2 月，永城市

被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授 予“ 国 家 园 林 城 市 ”；

2013 年 7 月，永城市被省

双 拥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授 予

“河南省双拥模范城”称

号；2014 年 10 月，永城市

被中央文明委列为全国文

明城市提名城市；2015年3

月，永城市被全国爱卫会

命名为“国家卫生城市”。

永城市委书记马富国

说，永城市开展“六城联

创”工作，就是要建设“魅

力城市”、“文明城市”、“生

态城市”，让城市居民生活

更美好，让城市更具竞争

力和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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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多了，风景美了，可游可憩的地方
多了。”说起永城的变化，这是永城居民最真
实的感受。

永城市在创建工作中，在城市绿化、美化
上下足了功夫。

道路是城市的框架，是绿化、美化城市的
载体，是城市发展的依托，其绿化水
平直接体现着城市的风格和品位。
为此，永城市加大了城区绿化的投
入力度，坚持“道路修到哪里，树就
栽到哪里，绿化就延伸到哪里”的原
则，城区基本上形成了一路一景的
格局。截至目前，永城市建成区绿
地 面 积 达 1480.38 公 顷 ，绿 地 率
34.83%；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 1862
公顷，绿化覆盖率 43.81%；城市公
园绿地总面积 444.68 公顷，城市人
均公园绿地面积 11.55 平方米。

永城市还以“蓝天工程”为突
破口，大力提升环境质量。开展城

区燃煤锅炉专项整治，逐步取缔供热范围内
的锅炉，对东城区 7 家浴池的燃煤锅炉进行
了取缔拆除，37 家燃煤锅炉实施“煤改气、改
电”或改用其他清洁能源，新铺设供气、供热
管网 15 公里。制定了《永城市渣土运输车
辆管理实施方案》，执法部门对全市渣土运
输车辆开展检查，确保渣土车采取有效防护
措 施 ，在 运 输 过 程 中 对 渣 土 进 行 覆 盖 、封
闭。新增清扫车 6 辆，主次干道进行机械化
清扫率达 86%以上，有效地遏制了道路交通
扬尘污染。逐步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辆，
2014 年，强制报废黄标车和老旧车辆 2894
辆，完成全年任务 164.70%，超额完成了省政
府下达的黄标车淘汰任务。

扮靓精彩永城，谱写魅力华章。150 万勤
劳质朴的永城人民用激情打造梦想家园，用
汗水浇铸幸福坐标，用“六城联创”的彩笔描
绘出了一幅水清、天蓝、地绿、人和的美丽画
卷，吸引着更多的人流、物流、资金流扮靓这
片大气秀美的热土。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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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9 年开始，永城市开展“六城联
创”工作。

6年来，永城的变化让人目不暇接：街道
干净整洁，小区环境美好，居民和谐相处。

一位在郑州工作多年的永城人，在回
家探亲时感慨：“真没想到家乡的变化这么
大，变得这么美，省城郑州都赶不上咱永城
哩！”

永城的巨大变化，是一个个永城人用
自己辛勤的努力和汗水换来的。

赵伟，市园林绿化局园林绿化总公司
工作人员，从事绿化工作多年，他一直兢兢
业业，任劳任怨，为城市绿化工作默默奉
献，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

在“六城联创”工作中，为了尽快完成
园林绿化工作，他带领施工人员战斗在第
一线，连夜加班加点，一天干下来腰酸背痛
筋疲力尽，但他没有怨言。在对芒砀路进
行绿化时，赵伟患上了急性阑尾炎，被同事
送进了医院，进行了阑尾摘除手术。没想
到手术后第三天，还没有拆线的他又出现
在了园林绿化施工的第一线。

又是一轮加班加点赶工期的战斗，就
在上河城 C 标绿化施工现场，赵伟的刀口
剧烈地疼痛，浑身直打哆嗦，在同事的搀扶
下，又一次走进了手术室。当医生看到刀
口时，不禁感到心酸，刀口里面已经化脓，
脓水把刀口挤得鼓鼓的。当局领导得知
后，赵伟的二次手术在永城不能立即实施
的时候，当即决定，派人送赵伟去徐州治
疗，并再三叮嘱赵伟及其家属，这次一定要
彻底治愈才可以回来。

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六城联创”事关
每位市民：起早贪黑打扫路面的清洁工人、
街头指挥秩序的志愿者、分包路段上忙碌
的机关人员……每一位永城人，都在用自
己的行动为“六城联创”工作增光添彩、尽
心尽责。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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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3 月，根据省政府工作安排，省

直管县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决定在
省直管试点县（市）开展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生
态县（市）、全县双拥模范城（县）、全国旅游
标准化试点县（市）的“六城联创”活动。活
动开展两年来，取得了显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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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东明珠豫东明珠””绽放异彩绽放异彩
——永城市永城市““六城联创六城联创””掠影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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