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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通讯员 刘景澎 段海
臣）“我们村在表彰大会上一下获得了3面红旗，分别是

‘脱贫攻坚红旗村’‘基层党建红旗村’‘美丽村庄红旗
村’，这是其他村所没有的。”8月20日，提起自己获得的
荣誉，睢县周堂镇黄堂村支部书记崔纪连满脸喜悦。

崔纪连所说的表彰大会是睢县召开的全县第一批
“红旗村”命名表彰大会，会上不仅黄堂村获得了红旗，
城关镇周庄村、西门里村等23个村委都获得了红旗。
据悉，为进一步提升基层党组织引领发展、服务群众的
能力和水平，该县在全县农村党组织中开展了以创建

“脱贫攻坚红旗村”“基层党建红旗村”“产业发展红旗
村”“美丽村庄红旗村”等为主要内容的“红旗村”创建
活动。

围绕争创“脱贫攻坚红旗村”，增强基层党组织在
脱贫攻坚工作上的战斗力。该县规定，有规范档案、有
产业支撑、有落实措施、有脱贫成效等“四有”标准是评
选“脱贫攻坚红旗村”的要素。获得“脱贫攻坚红旗村”
的城关镇周庄村，通过自建、联建、入股三种方式成立
种植专业合作社，发展食用菌、蔬菜大棚种植，大棚面
积 70多亩，每年净收益 300万元，带动贫困户 55户
218人实现脱贫。

围绕争创“基层党建红旗村”，凝聚基层党组织在
党建工作上的向心力。睢县把2017年定为“基层组织
规范化建设年”，按照“强基固本、规范提升”的工作思
路，大力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加大投入、
持续用力，推动基层党建工作水平整体提升。创建“基
层党建红旗村”要达到“两委”班子好、党员队伍好、阵
地建设好、服务能力好、制度落实好、群众反映好等“六
好”标准。周堂镇黄堂村在评选中脱颖而出，该村创新
探索“党支部+合作社+贫困户”模式，党支部牵头成立
农村专业合作社，建立“党员中心户”定向结对帮扶机
制，引导有能力的党员进行技术指导和宣传示范，有效
带动群众脱贫致富。

围绕争创“产业发展红旗村”，激发基层党组织在
产业发展上的创造力。近年来，该县以实施示范带动、
科技带动、龙头带动、品牌带动为抓手，全力实施一村
一品工程，着力提升产业开发的质量和水平，涌现出一
大批成功的农业产业专业村和工业产业专业村。城郊
乡汤庙村以产业特色化、产品标准化、发展规范化、企
业龙头化“四化”标准摘得农业产业专业村“桂冠”。该
村流转土地3000亩，成立了河南云腾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注册资金5000万元，建成集“科技推广、示范带动、
科普教育、生态观光、公司+农户”于一体的现代生态
农业示范园，以土地入股、贫困户小额贷款资金入股和
签订劳动用工协议等模式，持续带动周边 3000人就
业、脱贫致富。城关镇西门里村则以企业规范化、产业
集约化、用工本地化、企业发展潜力化、企业管理现代
化等“五化”标准获得工业产业专业村的先进。该村引
进各类企业20余家，全村工业总产值达2.5亿元，吸纳
本村及周边村民就业500多人。

围绕争创“美丽村庄红旗村”，提高基层党组织在
美丽村庄建设上的执行力。该县根据各村不同特点推
进美丽乡村建设，将全县农村分成示范村、达标村、一
般村三大类，合理界定建设次序，营造出一个个具有地
域特色，符合规划布局美、村容整洁美、日常生活美、生
态环境美等“四美”标准的美丽乡村试点村。7

本报讯（商丘观察记者 刘梦珂 通讯员 管雪影
孙海源）“我们昨天刚在网上提报疑问，你们今天就上
门辅导了，效率真高呀！”8月17日，河南华屋建筑有限
公司法人张念峰，对柘城县国税局营改增上门大辅导
的高效率，赞不绝口。

上门辅导解难题。为提高辅导效率，柘城县国税
局坚持问题导向，利用网络平台向纳税人群发调查问
卷，组织专人第一时间收集纳税人反馈的“痛点、堵点、
难点”，并派专业辅导队及时到企业经营场所开展面对
面辅导，到纳税人经营场所发放辅导材料、宣传彩页；
建立纳税人微信群，业务骨干通过微信实时讲解最新
营改增政策，在群里及时回复涉税疑难问题，受到社会
广泛好评。

联合办公提效率。为方便纳税人办税，解决来回
跑趟的问题，柘城县国税局与地税局于2016年共同进
驻该县行政服务中心，成为全市首家国地税联合办公
的县局。两家单位采取“对桌办公”的模式，在办理税
务登记、代开发票、异地建筑预缴税款等方面开展联合
办税。同时，办税服务厅统一设置成综合服务窗口，实
现了国地税办税空间、办税流程和办税业务的高度融
合。工作人员对纳税人办理涉税事项所需资料，实行

“一次性”告知；属于即办事项的，资料齐全，即时办结；
非即办事项，做到一窗受理、内部流转、一窗出具，实行
全程跟踪服务并限时办结。

税收宣传多渠道。为增强社会依法诚信纳税意
识，提高广大纳税人税法遵从度，营造良好的税收法治
环境，柘城县国税局积极开展税收宣传。在主要街道
发放网上办税、营改增宣传手册等资料1800余份，税
收宣传小分队深入部分商户、重点税源企业开展，向纳
税人讲解便民办税举措、小微企业优惠政策。该局还
把13户重点税源企业“请进来”，集中播放税收宣传视
频、开展交流会，现场发放调查问卷采集企业意见建议
和具体涉税疑问20余条，并让他们以纳税人寄语的形
式表达对税收事业的愿景，收到良好效果。同时，利用
微信号、税企微信群、政风行风直播热线等平台，及时
发布税法宣传信息。

该局以优化服务为中心，以纳税人合理需求为导
向，创新服务举措，深化税收改革、助力企业发展，纳税
人的税法遵从度明显提高，纳税满意度逐步提升。7

“我刚刚拜谒了清朝第一清官王
贯三之墓，深为他的廉洁奉公、执政
为民而感动，没想到廊道边有这样的
人文景观。”来自山东曹县的游客马
大庆在参观了孙六镇境内的王贯三
陵墓后感慨道。

民权黄河故道人文资源深厚。
历史上，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在此
地九会诸侯，会盟台上演绎春秋大
业；道家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庄子葬在
这里，庄周古墓前芳草萋萋引人遐

想；红色教育基地李馆地道，默默地
诉说着抗日战争时期劳动人民的智
慧和力量。还有新石器时期龙山早
期文化遗址、牛牧岗文化遗址等，都
为民权黄河故道增添了无尽的传奇
色彩。在黄河故道生态走廊建设中，
该县充分挖掘故道两侧人文景观，努
力提升其文化品位，并不断加大对黄
河故道生态走廊的建设投资力度，设
立专项资金，进行专项管理，用于湿
地公园的基础设施建设。县里还在

网上开展招商引资投资项目，对湿地
公园内的餐饮、游乐园、观光园等项
目开展招商兴建，力求尽快使公园基
础设施配套完善，趋于规范，让市民
及游客在游玩中，感受文化的魅力，
吸取文化的滋养。

如今，秋水湖北岸的葵丘会盟遗
址、龙泽湖南岸的龙王庙和龙泉寺、
孙六镇境内的王贯三之墓等景观，正
以其浓厚的神秘色彩和厚重的历史
感吸引着南来北往的游客。

□商丘观察记者 刘梦珂

竹林幽静，荷花飘香。位于睢阳区宋集镇大
邓楼村林场新村的知趣堂内，三三两两的村民正
在看书、上网。对面墙上，荣获“五爱”星、致富
星、科技星、义务星等大邓楼村十星级文明户的
村民照片被张贴在此处，以示表扬。

52岁的村民肖玉芳，是村里今年十星级文
明户义务星获得者。她每天义务打扫村内卫生，
义务教村民跳舞。她告诉记者，如今，知趣堂成
了村民每日休闲的好去处。“村里流转土地有了
采摘园，家门口有了扶贫车间，年轻人外出打工
的少了，留在家干活的多了。”8月 18日，提起村
里的变化，肖玉芳高兴地说，“村里新修了整洁的
水泥路，垃圾也没人乱扔了，每日分类处理。现
在，大家都讲文明，不下地干活时也不打牌了，没
事上知趣堂看书、上网。晚上妇女在文化大舞台
上跳跳舞，日子过得好着呢。”

大邓楼村林场新村的变化，只是睢阳区宋集
镇实施“双富工程”，营造文明和谐乡风的一个缩
影。近几年，宋集镇按照“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
明乡风”精神，积极实施富口袋、富脑袋“双富工
程”，依托资源优势，全域化打造美丽乡村精品
线，已形成“村村有景点、处处是景观”的旅游新
格局。该镇通过节点建设、庭院整治、绿化美化、
基础设施提升等，推进全域人居环境和文化生活
的改善，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营造文明和谐乡风。

产业带动村民致富。通过科学规划，将全镇
划分为“田园风光、民族村落、生态文明、乡村旅
游”四大主题发展版块，精心策划美丽乡村示范

点。林场新村通过规划建设“农业观光—花卉苗
木交易—新鲜蔬果采摘”多功能综合体验区，发挥
农业观光、旅游、休闲功能，延伸产业链；靳庄村依
托农呱呱蔬菜销售平台，打造绿色产业品牌，挖掘
发展潜力，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壮大。

生态文明创家乡风情。林场新村投资 100
多万元建设标准化村室，把党的阵地融入美丽乡
村，以党建为抓手，率先打造“党建+美丽乡村+
精准扶贫+土地大流转”的新模式；流转土地
1500亩，发展产业，种植各种杂果，打造采摘基
地，吸引市民前来观光采摘。靳庄村按照梅兰竹
菊布置景观灯，打造美丽夜景；手绘二十四孝文
化墙，将乡村故事写在墙上，让浓郁的文化墙讲
述村里的故事。该镇按照基础设施景观化的建
设理念，在村道、林场、靳庄周边规划美丽乡村景
观节点，种植油菜花、百合等绿色植物，营造四季
花海……将“文化墙”建设与乡村旅游、田园风
光、改变村容村貌相结合，力求与自然环境、人文
景观相得益彰，为优美的乡村风光锦上添花，营
造出“一墙一风景”“一墙一故事”的亮丽风景线。

美丽干净的乡间道路、精美别致的村文化广
场、颇具意义的故事墙绘……宋集镇按照“一村
一品”“一村一韵”的发展目标，依托资源禀赋，推
动各村差异化建设，通过连点成片打造“记得住
乡愁”的美丽乡村精品线。通过开展十星级文明
户、“好媳妇、好婆婆、好妯娌”“最美新娘”“好亲
家”“好红娘”等评选活动，用先进人物的榜样力
量，激励引导村民解放思想、戒奢克俭、崇尚科
学、孝老爱亲、诚实守信，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营造和谐文明社会氛围。7

柘城县国税局

多维度优化纳税服务

睢县“红旗村”创建
激发基层党组织活力

美丽乡村 文明花开

□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本报通讯员 张增峰 朱光伟

碧树浓荫，鸟语花香；莲
花朵朵，荷叶田田；鱼翔浅
底，泛舟点点。“这里的风景
越来越像‘小江南’了！”8月
18日，说起如今的民权黄河
故道生态走廊建设，来此观
光旅游的外地客人无不开口
称赞。

自民权县开展百城建设
提质工程以来，沿黄河故道
生态走廊两侧的绿洲办事
处、王桥镇、孙六镇、林七乡、
王庄寨镇、老颜集乡瞄准湿
地开发机遇，积极引导村民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水
产养殖、激活第三产业。

“俺在廊道南边建了个
家庭农场，种了20亩西瓜、7
亩草莓，还有几亩桑葚，来往
的游客都喜欢来俺这里采摘
品尝，生意特别好!”孙六镇村
民霍延友说起廊道建设喜得
合不拢嘴。伴随着黄河故道
两岸湿地声名远扬，周边乡
村的农副业如雨后春笋，蓬
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提质提速民权黄河故道
生态走廊建设，该县要求新
景观既要丰富多彩、生态环
保，又要有经济发展思路，切
切实实让两岸老百姓受惠。

前不久，全球仅余500只左右的
极危候鸟青头潜鸭现身民权黄河故
道国家湿地公园。民权黄河故道国
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和郑州师范学院
联合开展鸟类调查，在该湿地公园多
次观察记录到青头潜鸭共 58只，同
步观察记录到珍稀濒危鸟类青头潜
鸭3个种群，这是国内发现较为罕见
的青头潜鸭大种群。

据了解，青头潜鸭对栖息环境的
要求非常高，由于数量极少，难得一
见。青头潜鸭在民权黄河故道国家
湿地公园被发现，说明这里的环境适

于它们的栖息。
引来这群“稀客”入住，是民权县

近年来加强湿地生态保护结出的硕
果。该县全力抓好黄河故道生态走
廊的生态保护工作，县委、县政府制
订计划，采取措施，对湿地区域内农
民开荒种植的农作物进行分期分批
清理，引导农民种植与公园规划相符
的种植项目，严格禁止在湿地区域内
乱搭乱建和伐木、开荒等；同时组织
专门力量，搞好监督检查，严禁湖区
周边产生的废水、污水、垃圾以及机
动游船油污，水边餐馆污水未经处理

直接排入秋水湖，造成湿地和水库水
质污染，并合理引导、统筹规范农户
在故道沿岸养鱼、种藕和开办农家乐
等产业项目，以保持水资源的合理利
用和水域生态平衡。

“我们致力于将黄河故道生态走
廊建设成为集旅游度假、亲水养生、
生态农业、休闲垂钓等于一体的怡情
福地、休闲胜地和生态园地，使其真
正成为独具民权特色的一道亮丽风
景线，成为豫东‘小江南’。”民权黄河
故道湿地公园管理局负责人如是
说。7

民权黄河故道是清咸丰五年
(1855年)黄河改道遗留下来的旧河
槽，今属淮河水系，长52.4公里，水面
平均宽约1000米，平均水深3米，湿
地总面积达4000余公顷。2014年2
月获国家林业局正式批复，民权黄河
故道湿地公园升级为“民权黄河故道
国家湿地公园”，成为商丘市民及附
近省市群众游玩的好去处。

为扩大生态公园的绿化规模，增
强景观效应，民权县采取得力措施，
加大资金投入，全力抓好黄河故道生

态走廊建设，打造黄河故道生态走廊
新景观。

“我们把廊道绿化作为一项重要工
程来抓，指派专人全程跟踪指导，严格
苗木检疫和技术操作规程，在加快绿化
进度的同时，严把工程质量关。”该县林
业部门负责人介绍，2016年该县完成
生态廊道民程路至林七大坝段绿化工
程建设任务，绿化长度达21公里，绿
化宽度每侧5米，折合片林面积598.5
亩，共栽植绿化苗木2.43万株。

今春，该县抓住植树造林黄金季

节，集中组织开展林七大坝至吴屯大
坝生态廊道绿化工程，经过近两个月
的紧张施工，已完成绿化里程 12公
里，折合片林面积 399亩，栽植绿化
苗木1.72万棵。同时，完成明清黄河
故道绿洲大桥至帽李桥段两侧 300
米至500米封闭绿化，栽植绿化苗木
168.91万株，造林面积0.59万亩。

如今的民权黄河古道生态走廊
上，到处草木葱茏，满眼绿意盎然，行
走在此处，可赏四周之美景，亦可发怀
古之幽情，顿觉远离尘嚣，身心俱爽。

人文景观“亮”起来

湿地区域“绿”起来

珍稀鸟类“飞”来了

黄河故道——民权的“小江南” 朱建军 摄

宋集镇大邓楼村村民在知趣堂内阅读 侯磊 摄

文明乡村美如画 侯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