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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负几十斤的矿泉水艰难前行，只为
资助那些贫困的学生，65岁的民权老汉
李培义被选为“杭州师范大学最美员工”；
17年无怨无悔照顾“植物人”丈夫，用实
际行动为人间真爱做了最好的诠释的民
权好媳妇刘红；在寒风中苦等失主、石家
庄市荣誉市民“贩菜哥”王超华……无论
身在何地，民权人都用自己的善心义举感
动着一座座城……

这是一座“好人之城”。
近年来，该县持之以恒地开展道德建

设，提升公民文明素质，以制度托举向善力
量，持续垒筑“道德高地”。民权县制定了

“民权好人”推选、宣传、扶助长效机制，引
导社会各界共同帮扶救助生活困难的好
人，在全社会形成“好人好报”的价值取向
和关爱好人、激励向善的长效机制。

这是一座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的城市。
民权是文哲大师庄子的故里，被授予

“庄子文化之乡”；“中国画虎第一村”王公
庄村声名远扬；千年古刹白云禅寺、葵丘
会盟台等，处处闪耀着中原文化的灿烂光
辉。近年来，该县紧紧依托现有的历史厚
重文化和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做强“庄
子文化”、做大“虎文化”、做靓“佛文化”并
做响“故道生态文化”，做到以文化城，对

外展示了当代民权人传承、弘扬、发展的
优秀民族文化，让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
相辉映，成为民权一张张靓丽的名片。

城市美了，人心顺了，发展快了。据
统计数字，2016年该县城镇化率比上年提
高了3.4个百分点。在新型城镇化的带动
下，该县“十二五”时期 GDP 年均增长
10.7%，综合实力显著增强。早在 2006
年，民权县财政收入全省倒数第一。十年
砺剑，十年蜕变，在刚刚过去的2016年，该
县经济保持健康运行，多项主要发展指标
均位居全市前列。

这是一座小城，正实实在在地发展
着，这是一座宜居、美丽的城市，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正逐步上升，这里正在以锐
不可当的魅力吸引世人的目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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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景靓人好宜居宜业

从落后小县到幸福之城
□商丘观察记者 刘梦珂

12月 8日，记者来到虞城县李老家乡刘庄
村，一排排整齐挺拔的树木映入眼帘，村里到处
都是“国学”宣传标语和宣传画，刘庄新村文化
广场上健身设备、文化大舞台设施齐全，成了百
姓休闲生活的好去处。

“与以前比我们村完全变了个样，原来俺村
贫穷落后闻名于乡野，全村无一条硬化道路，遇
雨泥泞遍地，村民垃圾随处乱丢，柴草乱堆乱
放，房屋乱搭乱建，臭气熏天。个别村民还为小
事吵骂，甚至大打出手，败坏了民风。”该村党支
部书记刘新良说，道路不通，收获的东西卖不出
去，村民们收入也很低。还有人曾编顺口溜嘲
讽，“刘庄村真不行，又脏又乱路不平；刘庄村真
是差，隔不三天都吵架”。对于这样的生活，村
民也已经习以为常。

为改变村风村貌，刘庄村委领导班子集思
广益，并于2015年 8月拉开了刘庄村美丽乡村
建设的大幕。

建设美丽乡村，基础设施打头阵。经过多
方协调，该村引进资金修通了联络各村的水泥
道路，安装了道路指示标牌及路灯、减速带，更
换了全村自来水管道；增设垃圾箱及公厕，发动
群众清扫路旁垃圾，打扫各家卫生，定期检查并
进行打分评比，使村民逐步养成了好的卫生习
惯；在显著位置绘制文化墙体长廊，刷写墙体标
语。路旁栽植景观树，各庭院门前空地统一种
植花卉及蔬菜，开挖整修村内坑塘，建造景观
桥、休闲亭两座及休闲长廊一处；修建篮球场，
购买安装乒乓球台、单双杠等体育健身器材。
通过一系列的基础设施完善和建设，使刘庄村
天蓝了、水绿了，道路平了，村子变了。

内外兼修，提升颜值提内涵。为打造文化
阵地，刘新良带头无偿提供自己的宅基地，拆除
废弃房屋，调换村民宅基地，自费70万元建成了
乡村文化大舞台，并硬化了能容纳2000人的文
化广场。为更好更有效地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
文化，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刘庄村又率先在全国
开设村级国学文化大讲堂。国学文化大讲堂以
国学文化为载体，每天利用定时广播系统，播放
国学经典，并购置了桌凳，定期组织国学文化讲
座，使优秀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互相渗透，互
为诠释，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该村
先后多次进行了“好媳妇”“好婆婆”“好儿女”“好
家庭”的评选并予以隆重表彰，真正达到了“树正
气，倡新风，行善举，促和谐”的目的。

建设美丽乡村，发展产业是支撑。传统的
农业种植模式很难有效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
为此，刘庄村积极探索试行土地流转，大力发展
规模化、特色化种植、养殖。目前，刘庄村已经
流转土地400多亩，建有猕猴桃种植基地，蔬菜
种植专业户11户，建有温室大棚30多座；养鸡
养鸭专业户也发展到超过十几户。

如今，行走在刘庄村的小道上，小桥流水、
亭台楼阁，一路都是美景。两年多时间，刘庄村
真正实现了由“脏、乱、差”到“净、洁、美”的完美
蜕变。村民们每天聆听广播里国学经典的吟
诵，洗去身上的疲惫，在广场上健身、唱歌、跳
舞，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在这里得到了有机结
合。以前嘲讽的顺口溜也变成了：刘庄美，美刘
庄，善人桥下清流淌；村前稼禾绿，村后瓜果香，
养殖棚下鸡鸭鸣，猪羊肥又壮；农家生活年年
好，欢声笑语奔小康。

刘庄村，这个平凡的美丽乡村，正如一幅多
彩的水墨画，让刘庄人渲染得越来越美。8

本报讯（商丘观察记者 刘梦珂 本报通讯
员 夏天）“道路平坦了，巷子干净了，小广告也
省了不少……”这是夏邑县实施“清洁行动”后，
城区背街小巷的变化给家住高中东侧无名小巷
的张大娘带来的感受。

今年以来，夏邑县紧抓百城建设提质工程
有利机遇，大力推进城市净化、美化、亮化建设，
加大环境污染防治力度，城区主要街道全部实
现机械化清扫，定时洒水，环卫工人全天候保
洁，确保城区主要街道干净卫生，可是繁多背街
小巷成了影响城市环境的一道坎。

该县通过网格化摸底排查，发现全县共有
48条背街小巷归属不明确，管理不到位，存在
环境差、秩序乱的现象。

为尽快解决这问题，推进环境综合整治从
重点治理向整体攻坚转变，加快建立综合施策、
标本兼治的长效机制，县委明确各条背街小巷
的责任单位和整治目标，做到每个卫生死角都
有人时刻紧盯，让盲点不再是盲点。

全县112个机关单位在做好本单位环境卫
生的同时，利用每周五下午的时间走上街头，到
指定的背街小巷帮助打扫卫生，宣传教育市民
自觉保护环境，做到人人关心环境，保护环境。

明确责任和整治目标后，全县各单位把星
期五下午清扫背街小巷任务作为开展“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的内容之一，各单位主要领导也把
此项任务视作服务基层群众、做合格党员干部
的具体实践，率先垂范，积极行动，在工作中发
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

随着城区背街小巷整治持续深入的推进，
城区背街小巷的变化让老百姓看在眼里、喜上
心头，保护环境、维护秩序成为广大市民的自觉
行动。8

夏邑：

背街小巷换新颜

□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12月11日，商丘市睢阳区宋城公园内，廉
政宣传画随处可见，多名路过群众驻足观看。

近一年，睢阳区通过户外广告、电视公益
广告、党务政务公开栏、手机报刊等载体多次
加强宣传教育，利用多个城区绿地公园、广场
等场所进行廉政宣传；利用手机短信平台和微
信平台开通了《微闻睢阳》《清风睢阳》进行宣
传和通报、曝光相关违纪案例60余次。

让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地生根，将“四风”
问题斩草除根。自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来，睢
阳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相继出台了《关于深
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委若干意见加
强作风建设的通知》等文件和一系列具体措
施，精心组织、大力宣传，从“小苗头”“小问题”
抓起，对违规违纪行为“零容忍”，推进作风建
设向常态化、长效化深入，睢阳区党风、政风、
社会风气得到进一步好转。

紧盯“四风”顽疾 强化监督力度

“四风”问题的严重性、危害性、顽固性及
反复性,决定了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反对

“四风”既要抓铁有痕,又要持之以恒。
睢阳区强化组织保障，改革政绩考核机

制，将作风建设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惩
防体系规划之中，真正使各级党委承担起主体

责任，纪委担负起监督责任，领导班子主要负
责同志肩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同时，学习外
县区贯彻落实八项规定精神的好经验好做法，
找出存在的问题和差距进行改进和细化；并制
定领导干部接访制度，要求区直部门及乡镇
（办事处）值好班，畅通群众服务热线、政务监
督热线等渠道，接受群众监督；完善一把手廉
政谈话、同级述廉、行风民主评议等举措，加强
党内监督；加强日常管理，把监督执纪常态化，
通过谈话提醒、批评教育、公开曝光、给予处分
等方式，纠正打折扣、搞变通行为，坚决防止

“四风”反弹，确保贯彻落实八项规定精神持之
以恒，不断深化。

为刹风正纪、形成震慑，睢阳区整合监督
合力，强化监督效果，着力发现和整治群众反
映强烈的“四风”问题。

睢阳区委、区政府要求各个纪检监察部门
采取专项检查、随机抽查、明察暗访等多种方
式，利用行风民主评议、政风行风热线、信访举
报网站等载体，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加大查
办督办力度，及时公布结果，回应社会关切。
睢阳区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成立两个检查组，
长期坚持明察暗访，重点在各个节假日期间到
辖区酒店、景点等地方检查有无公车私用、违
规收送礼金、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等问题。
今年以来，开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检查
80余次，查处公车私用案件3起，党政纪处分
3人；查处违反规定大操大办、公款吃喝案件1

起，约谈8人，党政纪处分1人；查处违规收送
礼金案件5起，党政纪处分5人；查处违规发放
津补贴案件1起，党政纪处分1人。

坚持越往后越严、越往后处理越重的原
则，对规避组织监督，顶风违纪的一律从严查
处，典型案例一律通报曝光，坚决防止不正之
风反弹回潮。

坚持抓小抓早 加大惩治力度

“抓早抓小”是源头防治腐败的必然要
求。“抓早”就是打预防针，防患于未然；“抓小”
就是从小处着手，久久为功。

睢阳区委、区政府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要对苗头、倾向性问题“零容忍”，坚持“抓早”

“抓小”“抓苗头”，对党员干部身上的问题要早
发现、早教育、早查处，防止小问题变成大问
题。经常采取约谈、函询等方式，及时进行警
示提醒，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对违规违纪
行为“零容忍”，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
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
题，坚持有案必查，严肃查办领导干部贪污贿
赂、权钱交易、腐化堕落、失职渎职等案件，对
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顶风违纪的，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快查快办、决不姑息。

据悉，2017年以来，睢阳区委累计约谈党
员干部120余人次，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
2400余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案件

10起，给予党政纪处分10人。

强化制度细则 健全长效机制

作风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推进作风建
设常态化、长效化，必须依靠制度来维护、保持。

聚焦“四风”建设制度，重点在厉行勤俭节
约、违规收送礼品礼金、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
宜、提供或接受超标准接待及公务接待、公车
改革、廉洁自律等方面制定出台了详细的实施
细则。今年为搞好制度配套衔接，既切实解决
制度“缺位”问题，又防止重复建制度，制度不
一致问题。商丘市睢阳区“对症下药”，按照
商丘市纪委下发的《全市开展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制度建设“回头看”工作方案》要求，
全区经过自查制度制定、检查制度执行和修
订完善制度三个阶段，积极把现有的成熟做
法固化为制度规定，修订完善相关政策制度，
如睢阳区印发的《关于加强领导干部外出报
备工作的通知》《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和省市区相关文件精神督促检查工作六项机
制的通知》等文件，同时废止了一批不适应当
前形势的老制度。

不折不扣抓好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决不
能有丝毫侥幸心理和一阵风思想。从严从实
督查，从细处入手，从具体问题着手，以动真
碰硬的精神，使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制度在商
丘市睢阳区落到实处，为以后工作顺利开展
提供更好的保障。

睢阳区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是改进作风建设的第一步，我们一
定要把这个“第一步”走好、走稳，加上锲而不
舍、驰而不息的决心和毅力，把作风建设不断
引向深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全面从严治
党永远在路上。8

睢阳区抓小抓早治顽疾

开出“新药方”纠治“四风”

美丽乡村入画来

□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本报通讯员 张增峰

初冬的晨风微微吹拂，一轮朝阳喷薄欲

出，坐落在黄河故道沿岸的“幸福之城”——

民权县又迎来新的一天。“民权城市建设如

今进入了‘高铁时代’，城市美了，环境好了，

更加宜居宜业了，作为民权人，我觉着幸福

感‘爆表’！”12月8日，在该县东区民生广场

晨练的党校干部薛媛梅满怀感慨地说。

民权地处豫东平原黄河泮，东邻古都商

城，南邻睢洲水城，北邻曹州牡丹园，西邻东

京汴梁城，有豫东花园之称。五年前，民权

县城建成区面积尚不足30平方公里，路灯

不足万盏；而今建成区面积近40平方公里，

路灯达2.5万盏。五年前，民权仅有民权火

车站和连霍高速民权出入口，而今在郑徐高

铁民权北站登车，可以直达数十个省会城

市；还可以驶上郑民高速，一小时到新郑机

场飞往您想去的地方……是什么给这座城

市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正是通过推进百城建设提质工程，成就

了此现代化之景。

民权波尔多风情街 薛皓 摄

“老城区变得整洁卫生了，新城区建
得真新颖漂亮！在这里遛一圈真以为这
不是咱民权县嘞！”一位常年远游在外的

“老民权”回到家乡后说。
近几年，该县紧抓百城建设提质工程

良机，以“一城一区一廊”为总抓手，以打
造美丽民权、生态民权、宜居民权、幸福民
权为出发点，以拉大城市框架、完善基础
建设、增强城市功能和提高城市品位为主
线，重锤擂响了加快城市建设的战鼓。

城市建设，规划先行。该县科学编制
城市规划，加快编制了城乡总体规划和19
项专项规划、产业集聚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空间规划以及特色商业区控制性详细规
划，真正实现了布局合理、设施完善、生态
宜居、彰显特色。同时，严格规划实施管
理，一张蓝图绘到底，充分发挥规划的引领
调控作用，为城市建设打下基础。

改造基础设施，优化民生工程。在百
城建设提质工程中，该县建设道路、绿化、
治水治污、大棚户区改造基础设施工程项
目50多个。其中，新建改造向阳路、淮海
路等 24条道路，打通新老城区“断头路”

“卡脖路”17条。结合大沙河、清水河、民
生河、东区水系的绿地系统和自然景观，
规划建设休闲宜人、适合居民步行和骑行

的城市绿道，构建安全、方便、舒适、连通
的慢行交通系统。抓住国家实施大棚户
区改造的政策机遇，实施东沙河区域和农
场区域大棚户区改造，建设福乐家园二
期、清水佳苑等6个安置房建设小区，努力
让群众安于居、乐于业。

打出“组合拳”，增加城市绿色。该县突
出抓好大沙河绿化工程和产业集聚区绿化
工程建设，开工建设了槐园和10块街头绿
地，对庄子广场进行了升级改造。完成了陇
海铁路以北绿化苗木市场化管理，提升了城
区园林绿化水平。同时，着力推动城市绿色
发展，启动了PPP模式对城区道路进行绿化
改造；启动了公共休闲绿地建设、景观完善
提升工程……通过一系列“组合拳”，着力打
造出“一步一景，一路一特色”的景观效果。

提升“颜值” 创建宜居宜业城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民权城市面貌 薛皓 摄

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白鹭齐飞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白鹭齐飞 闫鹏亮闫鹏亮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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