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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通讯员 张增峰 苏雪华）
“我县建立了县乡村三级诊疗体系，对贫困群众医疗服务实
行专家会诊、网络巡诊、定点问诊，开通了贫困户医疗服务
绿色通道，为全县贫困家庭建立健康医疗档案，每年免费健
康体检一次……”随着Mp3随身听播放器中清脆悦耳的声
音响起，扶贫政策在民权县花园乡17个村1100余户贫困
户的耳边回荡。为帮助贫困户更好地了解扶贫政策，花园
乡将1000多台录有扶贫政策的MP3播放器发放到贫困户
手中。

“乡政府想得太周到了，一台播放器让咱把扶贫政策都
记下了。”12月 20日，花园乡赵洪坡村贫困户杜景荣高兴
地说，“啥时想听啥时听，可方便啦。”

自开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攻坚战以来，花园乡采取多
种形式、多种渠道宣传解读党的扶贫政策。针对贫困户多
为年纪大、学历低，对政策条文看不懂、听不清、记不住，且
难以阅读宣传资料的实际情况，该乡投资7万元为全乡贫
困户每户购买一台随身听，并将各项扶贫政策录制成音频，
与下载的民歌和戏曲融合制成Mp3发给贫困户，贫困户可
随时随地听到相关政策，做到脱贫攻坚扶贫政策家喻户晓、
人人皆知，在当地营造出扶真贫、真扶贫、精准扶贫的良好
氛围。7

睢县

“普惠金融”提升脱贫
“造血”能力
□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本报通讯员 刘景澎

“以前没有抵押，没有担保，我们农户贷款真是难。现
在好了，通过普惠授信，俺贷到5万元信用贷款，发展蔬菜
大棚不愁资金啦！”12月 19日，睢县董店乡董东村村民胡
金凤和记者谈起县里实施的“普惠金融”政策时说。

胡金凤因公婆需要照顾无法外出打工，虽然有大棚蔬
菜种植的技术，却苦于缺乏资金，始终难圆致富梦。睢县农
村信用社服务人员在走访中了解到这一情况，主动上门服
务，让她足不出户就享受到小额扶贫贷款。

今年10月起，睢县为破解农民贷款难的瓶颈，按照人
民银行商丘中心支行出台的关于实施农户信用贷款

“11673”普惠授信工程的指导意见，建立起县、乡、村“普惠
金融”三级服务网络，在银行和农户间架起了一座便捷的

“桥梁”。
睢县通过开展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农村信用信息系统

建设和“两创一评”活动，建立贫困户评级授信机制和评级
授信指标体系，培树“人人诚信，整村受益；一人失信，全村
受损”的理念，把授信人员从贫困户扩大为全体符合授信条
件的农民。通过推行“两免一补一放宽”政策，目前已采集
19万户73万余人的基础信息和部门信息，并录入系统，有
效授信率达92%。

围绕让贫困户“零”成本和短时间就能获得小额贷款的
目标，睢县各金融机构采取分包乡村的办法，每月定时定点
服务到村，通过在重点贫困村设立简易金融网点等方式，让
贫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轻松获得扶贫小额信贷。

金融政策放宽离不开对资金用途的严管。睢县在放宽
贷款限度的同时，把监督贷款的合理有效使用放在重中之
重，严格做好“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奖惩机制。发放贷款
时，由“村级金融扶贫服务部”和银行一道，根据建档立卡贫
困户选择的项目及发展规模的实际需要，合理确定贷款额
度；贫困户获得贷款后，村“两委”、驻村工作队监督其按项
目发展规划及时发展项目，凡是出现恶意不按期还本付息
3户及以上，暂停发放该村贷款，动员全体村民共同维护诚
信建设。

如何变“输血”为“造血”，一直是金融扶贫的一大难
题。睢县坚持用扶贫小额信贷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创新
扶助方式，实现贫困群众自主发展。充分发挥帮扶人在银
行和农户之间的桥梁作用，村脱贫责任组、驻村工作队、帮
扶责任人按照贫困村的总体产业规划，结合贫困户发展意
愿，精心谋划脱贫产业，做到项目选择准、帮扶措施准、资金
使用准、扶贫效益准，强化村“两委”、驻村工作队“贷前推
荐、贷中监督、贷后管理”工作职责，确保贷款贫困户用得
好、逐步富、还得上。

“我们采取先由村委会和银行共同成立授信评定小组，
在村里评定信用户，进而在全乡范围内创建信用村，扩展至
全县创建信用乡，形成由下至上的授信体系。经过授信的
信用户，贷款时仅需拿上身份证到银行即可办理。”睢县金
融办主任和玉堂说。

截至目前，睢县已通过“普惠金融”发放小额贷款 2.7
亿元，累计贷款户数10042户。7

“随身听”把扶贫政策
送到耳边

□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本报通讯员 李顶

商丘向北方，崛起一座城。
这座城在商丘道北，是商丘市梁园区

委、区政府为保障高铁征收涉迁和大棚户
改造居民住有所居而兴建的一座现代高铁
新城安置区。2017年，梁园区搭上国家大
棚户区改造政策红利的“末班车”，大力进
行棚户区和高铁区改造。率先竣工的康城
花园安置区楼群，96栋高楼林立，巍峨挺
拔。此外，在梁园城区北部这片热土上，还
有200多栋新的楼群还不断在成长，在扩
张，在壮大。

抓机遇 搭上政策“末班车”

隆冬季节，在康城花园安置区已经建
好的11000多套新房正陆续迎接它的新主
人，3500多户居民已欢天喜地乔迁新居。

“道北真是大变样，原来是小路破房，
现在我们都搬进了新楼房，附近还建有大
商贸超市。”12月 20日，刚搬入新房的司
先生高兴地说，“原来道南繁华，这以后道
北也不差。”

曾几何时，梁园区道北成了贫穷落后
的代名词，形象脏乱差。道北的女孩争着

往道南嫁，道北的男孩说媒难，民间还流传
着“宁睡道南一张床，不住道北一套房”的
说法。棚户区改造，梁园区势在必行。

对大棚户区实施改造，是党中央、国务
院作出的一项利国利民的重大战略决策，
计划 2015年到 2017年三年时间，每年拿
出 2万亿元资金，用于改善群众的居住环
境。2017年是大棚改享受国家政策红利
的最后一年，梁园区正好赶上了这趟政策
的“末班车”。

大棚户区改造，不同于一般的城市改
造，它是对旧城区、棚户区、城中村等整个
街区或片区，实施大面积改造，不仅要盖高

楼、建小区，还要建设配套的绿地、路网、管
网、热力、燃气，规划建设相应规模的学校、
医院、市场商场、文体场馆等。

为促进大棚改项目顺利挺进，梁园区
精心组织，汇聚各方力量，融资200亿元投
入新区整体设计建设。大棚户区改造后，
梁园区在凯旋北路以西、平原北路以东、包
河以南、黄河路以北，高标准规划建设4平
方公里、居住10万—12万人的现代新城。
规划建设 2所中学、5所小学、3所医院、1
座体育馆、1座文化演艺中心、1座大型公
园，并把原先的火葬场迁移后建成绿地公
园。

提品质 建设宜居新城

随着郑徐高铁的开通，“梁园高铁时代”如
约而至，又给这片升腾的热土带来新的机遇、
新的希望。

应运而生的商丘现代新城以包河为界，包
河以北为高铁新城二期工程，规划6平方公里，
庄周大道横贯东西。包河以南为高铁新城一
期工程，规划4.16平方公里，占地6000多亩，
分为A、B、C、D四个区域，其中A、C、D区为安
置区，B区为城市配套功能区，规划有医院、学
校、福利院、商业街、商务区、体育馆、文化艺术
中心、行政办公中心和体育场等，中心地带将
建设梁园湖、大型景观水系。

在这里安家，空气清新，温馨无限；在这里
乘高铁，近水楼台；在这里创业，商机无限。健
身娱乐，这里体育场、体育馆、文化艺术中心应
有尽有；购物娱乐，这里高铁商城、中州世贸等
大型商场，业态丰富，琳琅满目；休闲散步，可
以在公园、绿地、河畔、湖边尽情徜徉。住在这
里，孩子上学就近，老人看病、养老就近；从这
里出行，16条主次干道，纵横交错，方便快捷。

展望未来，梁园区委副书记崔振华说，10多
万道北居民将彻底告别穿风漏雨的小屋，告别
坑坑洼洼的小路，告别昏暗破旧的老街，告别没
有暖气、燃气的日子，一个幸福梁园渐行渐近。

不久的将来，商丘城市南北发展并驾齐
驱：南有历史古城，北有高铁新城；南有日月
湖，北有梁园湖；南有音乐喷泉，北有动画光
幕，还有包河之滨“十里长廊”带状公园、有蔚
为壮观的高铁核心区叠城。沸腾的道北正在
彰显神奇魅力，一幅高铁新城的壮美画卷正在
徐徐展开。7

高铁新城悄然崛起

12月 18日下午，小皇后豫剧团文化扶贫慰问演出活
动在宁陵县石桥镇孙迁村举行，国家一级演员王建月、王
富生等为村民送上了大型清装戏《风雨行宫》、古装戏《五
凤岭》、现代戏《花喜鹊》等经典豫剧，精彩表演赢得现场群
众的阵阵喝彩。艺术家们的精彩演出极大地丰富了基层
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深受群众喜爱。“虽然天气寒冷，演
出还是吸引了孙迁村600余人前来观看。”省文联派驻孙
迁村第一书记王猛说，“老百姓的笑容就是对我们工作的
最大鼓励。”7

“商丘好人”公园
满满正能量

□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你知道商丘又建了一个公园吗，可漂亮了”

“我去那儿看了，那个大大的天幕舞台真好看，太

震撼了”……连日来，商丘一所在建的公园成为市

民讨论的热点话题。

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公园，缘何尚未完工，就已

吸引了众人的眼球，记者带您一探究竟！

在古城商丘，说起“商丘好人”，当地人无不感到自
豪。近年来，“商丘好人”已成为该市一张靓丽的名片。

说起“商丘好人”，不得不提起 2005年发生的一件
壮举。

当年，在温州务工的商丘籍民工李学生为救两名在火
车铁轨上玩耍的幼童献出了年仅37岁的生命。至今，“商
丘好人”李学生温暖两座城、义举感动全中国的事迹仍在
广为流传。

多年来，商丘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德
育城，以文化城，持续打造“商丘好人”道德品牌，“商丘
好人”群体不断壮大。

商丘市水上义务救援队成立9年来，足迹踏遍豫鲁
苏皖四省交界，一路行来，无人不感叹“商丘人好”。

在河北石家庄，“贩菜哥”王超华拾金不昧，寒风中
等待失主，石家庄市市长感动地说：“商丘人好呀！”

…………
由一而十，由十而百，由百而至千、万，由个体的自

觉到群体的自发再到整个社会的共同行动，这就是“商
丘好人”十余年持续演进的过程。截至目前，商丘好人
库共录入12600多位“商丘好人”，其中22人荣登“中国
好人榜”，27人获得“河南好人”称号。

培育扶持“商丘好人”品牌做大做强，从建章立制入
手。商丘市制定《关于大力推进商丘好人文化建设的实
施意见》，并不断完善“商丘好人”引导、选树、宣传、帮
扶、回访、动态管理等六项工作机制。同时，建立动态的

“商丘好人”库，开通“商丘好人网”，成立“商丘好人”帮
扶协会，及时开展帮扶活动，在全社会形成“好人好报”
的价值导向。今年 2月份，该市成立了有 3000多名会
员、涵盖全国各地“商丘好人”的商丘好人联谊会。

“不光咱商丘形象变了，整个河南的形象也变了。
我们在外地打工，现在听人说起商丘，首先说起的就是
商丘好人，都称赞咱商丘人好，河南人好，我们感觉很骄
傲。”在深圳工作的商丘男子彭亮说。

为进一步擦亮“商丘好人”品牌，叫响“商丘人好”口
碑，展现“商丘好人”的事迹和形象，商丘市委市政府决
定，在该市建造一所“商丘好人”主题公园。

12月 20日，记者走进占地7万平方米的“商
丘好人”主题公园。这里以红色为主基调，建有百

“好”广场、商丘好人展馆、“点赞塔”、天幕舞台、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景观亭等，设计别具一格。

其中百“好”广场宽 111 米，共雕刻 100 个
“好”字，中间是一个大型的甲骨文“好”，周边围
绕着99个不同字体的“好”。这100个“好”，代表
了群众对商丘“好人精神”“好人文化”百分之百
的盛赞，和对“好人、好城、好商丘”的真心的祝
福，同时也是祝福我们的亲人好、家乡好、祖国
好。

广场的西侧是由点赞塔延展出的呈现出飘
扬的红旗形状的“商丘好人”展馆，红底黄字，代
表商丘好人精神如红旗飘扬。展馆前重叠的造
型，采用中国传统剪纸的人物造型形式来呈现相
互帮扶、同心同力的好人事迹。点赞塔和展馆外
部的红色铝板纹路一部分是现代工业纹路，一部
分是传统的饕餮纹，两种设计元素的搭配寓意着
商丘好人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
展。

展馆内部根据不同主题将整个空间划分为
六个区域，以开放、互动的形式把“好人、好城、好
商丘”的元素融入其中，并以VR、AI、全息影像
再现、触摸互动屏等全新现代科技方式生动的展
现。

在“商丘好人”主题公园内，最引人瞩目的就
是天幕舞台。舞台位于公园中轴线的中心位置，
是一个圆形的，面积约1000平方米，用6根红色
的柱子擎起，寓意66顺利，通达商丘。舞台顶部
采用钢结构斜拉丝设计，顶部中央是直径为 20
米的LED天幕大屏，建成后将不断播放商丘好人
事迹，宣传好人精神。这种设计风格，也代表着
循环和生生不息，象征着好人精神的正能量笼罩
苍穹，穿越古今，生生不息。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商丘好人”主题公园即将
完工，园内配套设施正在调试与安装。夜晚，天幕
舞台灯光璀璨，非常具有震撼力。虽然没有正式开
放，但很多市民都口耳相传、慕名而来观看。

近年来，商丘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切实加
强精神文明建设，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开展了“商丘好人”系列文化活动，向上
向善的社会氛围日益浓厚，打响了“商丘好人”的
道德品牌和文化品牌，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商丘好人”品牌已经深入商丘市民的心中，在当
地形成学习好人、崇尚好人、善待好人、争做好人
的新风尚。

为更好展现“商丘好人”的事迹和形象，弘扬
商丘好人精神，2017年5月，商丘市委、市政府决
定投资10亿元在应天公园的基础上建设“商丘好
人”主题公园。公园既突出“商丘好人”主题，又融
汇商丘优秀的传统文化，将成为传播“商丘好人”
先进事迹、传播商丘文化的一座精神地标。

“商丘好人”公园的建成将让普通市民了解
到身边的好人好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文明
公约等精神文明建设成果和规范，以公园建设为
契机，将精神文明宣传纳入民生建设中、落到人
民生活的细微之处，真正让精神文明建设在商丘
落地生根，让“商丘好人”的名片越来越亮，成为
激励和引领商丘人民为商丘跨越发展、中原更加
出彩贡献力量的不竭动力。7

精神地标
推动“商丘好人”纵深发展

品牌影响
“商丘好人”已深入人心

B

“商丘好人”LOGO 李恒 摄

天幕舞台 李恒 摄

信息速递

商丘好人视频展播 李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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