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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完全统计，商丘市拥有商业
网点上万个，但多为传统型商业，且
小、散、弱。

为适应现代商业的发展，商丘市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紧紧围绕现代物流
业主导产业，以三方物流、电子商务等
现代物流业为重点，瞄准世界500强、
国内100强、行业50强和央企开展重
点招商，几年来，已落地招商引资项目
13个，其中尤以江苏佳海集团斥巨资
打造的中原地区规模最大的商品贸易
平台——中原佳海国际商贸城，最为
引人注目。

今年1月，中原佳海国际商贸城
一期部分项目建成并正式投入使用。
目前，已经入驻1800余名商户。

中原佳海国际商贸城总经理罗忠
弘告诉记者，中原佳海国际商贸城项目
规划总占地1515亩，总建筑面积约200
万平方米，总投资将达80亿元。商贸城
以百万平方米体量，汇聚众多业态，打造

“批发零售、一站购齐”的现代商贸专业
市场，将成为豫、鲁、苏、皖四省周边地区
乃至全国批发采购商的理想货源地。

昔日的旧村庄，今日已成为“黄
金地”。物流区已吸引了中原佳海、亿
丰国际、豫东国际食品城、白云世贸、
吉运快递物流园、传化公路港、新发物

流等95家大型企业争相入驻，形成了
现代物流业、商贸流通业、加工业、商
务及生活配套服务业“四大板块”和流
通加工区、食品冷链作业区、区域分拨
中心、集装箱集散中心、陆港口岸、商
贸流通区、加工制造区、商务及生活配
套服务区“九大功能区”。

据悉，2016年物流区总经营收入
150亿元，总纳税额1.54亿元，就业人
数3.2万人；园区主导及相关产业企业
总经营收入116亿元、纳税额1.41亿
元，先后被省政府、中物联等命名为

“省级示范物流园区”“全国优秀物流
园区”等。

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
主任陈向阳称，按照“巩固传统物流、
配套仓储物流、发展现代物流”的工作
思路，在“十三五”期间，物流区将重点
实施综合保税区、一类铁路口岸、公路
港“一区一港一口岸”及电子商务产业
园、快递物流园、食品物流园、冷链物
流园、医药物流园等专项物流园建设，
不断完善园区功能，力争用3-5年时
间将豫东综合物流产业集聚区建设成
为传统物流与现代物流相融合，集保
税、港口、电子商务等服务功能于一体
的综合型物流园区和辐射周边、影响
全国的区域物流枢纽。7

□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本报通讯员 侯博 沈志远

六月的睢阳大地，处处花香四溢、
绿意盎然，花儿把浓郁的芳香播撒在城
市的每个角落，那一株株、一片片高高
低低的树木和草坪能让你嗅出绿色的
味道来。从这座城市任何一点出发，出
行几百米便可感受到“满城绿荫满街
翠，城市无处不飞花”的生态园林之光。

“以前环境不好，下班锻炼只能去
健身房，现在家门口就有个漂亮的公
园，连停车场都有树荫,车都跟着享福
了！”6月11日，家住北海公园附近的杨
海燕开心地对记者说。

行走在公园的石板路上，感受落日
余晖洒下的斑驳树影，一幅优雅而富有
禅意的生活画卷徐徐打开，让人感触久
违的放松与娴静。许多市民对如今的
城区环境称赞不已：“城区草茂花繁，道
路两旁树木成荫，街头到处是小花园、
小草坪，在这里工作生活心情真是舒
畅。”

近年来，该区以打造“宜居、宜业、
宜游”的生态型城市和改善城市生态环

境、建设良好人居环境为总体要求，通
过规划建绿、见缝插绿、破墙透绿、拆违
拆旧建绿，加大单位庭园和居住区绿
化，开启了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的新篇
章，也让越来越多的睢阳人感到，鲜花
与绿荫做伴的季节似乎常在身边。

“以前路边基本上就是房子，没有
什么绿化。现在绕城区跑一圈，路边园

区绿化植物种类多样，一路空气清新、
风景优美，让人心旷神怡。”出租车司机
张利说。结合睢阳绿化工作实际，该区
制定了公共绿化及设施网格化日常管
理制度，进行网格化管理，分片到人，责
任到人，发现问题及时登记、汇报及处
理，以巩固加强城区绿化景观成果。

为了达到“先见绿色，再见城市”的

效果，该区加强城市园林绿化精细化管
理，对城市行道树穴全部进行格网覆
盖，达到整齐一致。并根据省住建厅要
求，加强对沿街单位、小区围墙、建筑物
墙体开展立体绿化，大力发展爬藤植
物，如爬墙虎、凌霄、藤本月季、刺玫
等。人们惊喜地发现：如今睢阳城区的
鲜花更加繁盛了，街头的绿色一下子比
往年增添了许多。漫步在浓密的绿树
下，徜徉在锦绣的花海中，人们内心满
是惬意和幸福。

据悉，睢阳区今年计划新建“四个
便民公园、七块街头绿地、二条生态廊
道、四十条道路绿化、十一条道路行道
树调整完善”等项目，重点建设汉梁文
化公园、商都公园、古宋河畔滨河公园、
世界文化遗址公园、华夏游乐园等5个
千亩以上的公园。到今年年底，使城市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31.7％，绿地率
达到27.5％，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
5.5㎡/人以上。到2020年，建成5亩以
上街头游园绿地30处、500亩以上公
园10处、海绵型公园2处，城区人均公
园绿地面积达到15平方米，城市建成
区绿地率达到40%。7

□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他是商丘市睢阳区冯桥镇人，在
辽宁葫芦岛市有 69家“傻子粮油
店”。他以“不卖黑心粮，不挣黑心
钱”为原则，多年来，资助600余名贫
困学生，2500余名孤寡老人，捐助款
物200余万元，被人称为“傻子”。先
后被授予葫芦岛市社会公德建设标
兵、葫芦岛市优秀青年称号，被评为
辽宁省道德模范，全国“十大慈孝人
物”提名奖，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提
名奖，并入选“中国好人榜”。

他叫曹伟，今年40岁。
年幼时的曹伟家境贫困，12岁

辍学外出打工。2003年9月，多方
辗转漂泊后的曹伟随妻子来到辽宁
省葫芦岛市，开了一家名叫“傻子粮
油”的粮油店。每到节假日，曹伟都
对社区内80岁以上高龄的老人免费
供应米面。为保证大米质量，他每
次验货，都自带电饭锅，煮熟了亲自
品尝，挑选质量最好的进货。

多年来，曹伟坚持以“不卖黑心
粮，不挣黑心钱，让老百姓都吃上放
心粮油”为原则，诚信经营，赢得了
大家的信任。

“人人助我，我助人人”。2003

年11月8日，“傻子爱心捐助站”正
式成立了。曹伟把一个捐助箱放在
粮店正中央，并主动把捐助箱的钥
匙放到社区保管，由社区工作人员
负责，定期开箱。从此，夫妇俩每天
都要向捐助箱内投入当天纯利润的
10%，多年来从未间断。

“当代雷锋”郭明义得知曹伟事
迹后，很受感动，牵头在葫芦岛市成
立爱心分队，亲手把分队大旗授给
曹伟，葫芦岛市十几支志愿服务队
参加了授旗仪式。

2012年在雅安和甘肃受灾期
间，曹伟同郭明义一同前往灾区和
贫困地区看望受灾的群众，并分别
带去10万元、2万余元帮助受灾的
群众。

2014年，曹伟当选为辽宁省葫
芦岛市河南商会会长。他整合多方
资源，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助力河
南招商引资工作，为辽豫两地经济
合作发展出谋划策。

曹伟说，“商丘好人”是一个符号，
每一位“商丘好人”都是一粒种子，到
哪儿都可以播撒爱心，收获美好。

现在，“傻子”曹伟已成为葫芦
岛市一张爱心名片，为河南人扬名，
为家乡争光。7

本报讯（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6月12日，商丘市委宣传部、
市文明办、市公安局联合向全市市民
发布“文明交通助力城市治理”倡议
书，号召大家争做文明交通宣传者、
参与者、推动者、践行者及示范者，全
力打造安全、和谐的出行环境。

倡议书号召商丘市民，争做文
明交通的宣传者，积极参与文明交
通公益活动，主动劝阻行人闯红灯、
随意跨越护栏等与文明交通不协调
的各种行为，促进文明和谐交通建
设。争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大力
倡导机动车礼让斑马线、机动车按
序排队通行、机动车有序停放、文明
使用车灯、行人和非机动车各行其

道、行人和非机动车过街遵守信号
等文明交通行为。争做文明交通的
推动者，自觉摒弃机动车随意变更
车道、占用应急车道、开车不系安全
带、行人过街闯红灯、跨越隔离设施
等交通陋习，自觉养成文明出行的
良好习惯。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
者，坚决抵制酒后开车、疲劳驾驶、
超速行驶、闯红灯、强行超车、超员
超载等危险驾驶行为，做到文明候
车、文明乘车、文明开车、文明泊车，
共同维护有序、安全、畅通的交通环
境。争做文明交通的示范者，遵守
交通规则，不逆向行驶，不闯红灯，
不乱穿马路，不翻越护栏，自觉服从
警察同志和协勤人员的指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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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子”曹伟：
为河南扬名 为家乡争光

“商丘好人”汇

商丘

遵守规则 文明出行

6月13日，游客在宁陵县逻岗镇常小庄村委王善庄百合园赏花游玩。
去年，当地农民窦士强承包65亩地，5户群众以土地和资金形式入股，投入
120余万元，引进多种食用百合花，建起百合园，免费向人民开放，每天吸引
郑州、开封、商丘等地的游客前来赏花游玩。预计10月份收获期，收入可达
150万元左右 吕忠箱 摄

道路两旁树木成荫 街头到处是小花园

睢阳城区绿化面积达三成

城在林中 刘正义 摄

6月13日凌晨4点多，满载辣椒、南瓜、西瓜
等农产品的货车陆续驶入商丘农产品中心批发市
场，这里有瓜果区、水产区等12大交易功能区，来
自全国各地的货商们在这里进行农产品交易。

“这是花鲢活鱼，从青岛拉来的，9块一斤。
每天拉一车，早上6点就卖完了。”来自山东从事
水产销售的胡先生说，商丘的农产品市场生意火
爆，最近两三年，他都是在这里从事水产品交易。

据该市场负责人介绍，这个市场总建筑面积
90余万平方米，得益于陇海铁路与京九铁路、连
霍高速与济广高速、310国道与105国道双十字
交会处的交通区位优势，5000多家商户纷纷入驻
市场，成为全国闻名的批发市场，依托该市场所形
成的“商丘价格”成为全国农产品价格的“风向
标”。

该市场以信息化和冷链化设施建设为重点，
不断推进市场的升级改造，提升市场功能，努力打
造全国一流的现代农批市场。目前，该市场形成
了拥有涵盖鲜果、肉食等几百个产品的仓储产业
集群，交易辐射全国30个省市区和东南亚多个国
家，已成为豫、鲁、苏、皖四省周边地区最大的农产
品批发市场，被国家有关部门评定为“农业产业化
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全国农产品综合批发十强市
场”。市场交易额连年上升，2016年市场交易额
已突破350亿元，交易量达900多万吨。

商丘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仅仅是豫东综合物
流产业集聚区内众多商贸物流企业的一个代表。

豫东综合物流产业集聚区是2008年经省政
府批准的180个产业集聚区之一，是全省重点建
设的三大物流区（郑州国际物流园、信阳金牛物流
产业集聚区、豫东综合物流产业集聚区）之一，是
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按照“建设大交通、发展大物流、形成
大产业、促进大发展”的战略方针，商丘市不断完
善物流区基础设施，着力发展三方、四方物流、电
商等现代物流业，以商丘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中
原佳海国际商贸城等大型企业为主导，瞄准全国
市场，着力转型升级，打造辐射周边、影响全国的
区域物流枢纽。

目前，豫东综合物流产业集聚区已形成了以
商丘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为龙头，以食品交易市
场、装备交易市场、光彩大市场等为补充的，特色
突出、布局集中的批发交易市场集群，为全国客货
商提供齐全优质的交易市场。

这里，
年交易额达350亿元

这里，
成为物流企业争抢“黄金地”

□本报通讯员 张增峰 王立志

6月 13日，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洒满豫东大地。村民朱建设像往常
一样，早早地收拾妥当就出了门，趁
着清晨凉快赶紧去蔬菜大棚里多干
点活。“党和政府脱贫惠农政策恁
好，把致富门路都铺到门口了。”他
一脸笑意地说。

朱建设是民权县花园乡朱庄村
的贫困户，过去朱庄村里以传统农业
种植为主，典型的低收入村。近几
年，在当地党委、政府的指导下，成立
了新型农业种植合作社，村“两委”带
领全村164户贫困户大力发展蔬菜
瓜果大棚，加快了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村民们腰包很快鼓了起来。

朱建设就是这其中的一个。

说起以前紧巴巴的日子，朱建
设很是激动：“在承包蔬菜大棚以
前，家里真是穷的……”如今，他成
了村里有名的种菜能手，一家人的
生活蒸蒸日上。“一栋大棚管理得
好，一年有3万块钱的效益，两栋一
年下来能收入6万块钱，日子越过越
觉得有奔头了！”朱建设说。

如今，仅大棚一项全村年收入
就达300万元左右，人均收入达到
5500元。2016年，朱庄村已经顺利
脱了贫。

在朱庄村的番茄大棚里，乡政府
请来了农业技术员在田间地头给群众
传经送宝，种植出来的蔬菜还帮忙找
销路。“俺致富发家再不是梦了！来年
咱也准备买台小轿车嘞！”忙碌的朱建
设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7

老朱的致富路

脱贫攻坚故事

四通八达的交通让商丘“货畅其流”

商丘市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检验员对蔬菜安全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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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本报通讯员 王华舒

豫东综合物流产
业集聚区（简称物流
区）是2008年经河南
省政府批准的 180个
产业集聚区之一，是全
省重点建设的三大物
流区之一，是商丘市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的重
要组成部分。近年来，
商丘市按照“建设大交
通、发展大物流、形成
大产业、促进大发展”
的战略方针，不断完善
物流区基础设施，着力
发展三方、四方物流、
电商等现代物流业，着
力打造辐射周边、影响
全国的区域物流枢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