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为弘扬好人
精神，传递社会正能量，近日，河南省青年联合会携手商
丘新兴青年网络作家代表为商丘市柘城县张桥小学捐
赠了欢乐书屋。

“这次我们不仅捐赠了图书，还给孩子们讲授写作课，
希望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开拓孩子们的视野，让他们
学到更多的知识。”商丘新兴青年网络作家尹翰文说。

据悉，此次活动由商丘网络作家代表自发组织募
捐，帮助受捐学校建立了图书室，共选购1000余册国学
经典、少儿启智刊物以及体育器材等，旨在培养孩子们
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的良好习惯，丰富孩子们的精神
文化生活，关爱儿童成长。6

省青年联合会携手
商丘网络作家捐赠书屋

本报讯（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通讯员 邵群
峰）6月 21日，记者获悉，全国普法办公室发布关于表彰
第四批“全国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先进单位”的决定，
对全国在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中涌现出的422个先
进典型进行表彰，其中商丘市睢阳区获得“全国法治创
建先进区”殊荣。

近年来，睢阳区法治宣传教育和普法依法治理工作
紧紧围绕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围绕法治睢阳、
平安睢阳、和谐睢阳建设的总战略，立足“学用结合、普
治并举、典型引路、层层推进、形式多样、务求实效”的工
作思路，以法治创建活动为抓手，以开展“法律八进”活
动为主线，以构筑法治文化阵地为载体，全面推进了普
法依法治理进程，为全区的和谐稳定和经济发展营造了
良好的法治环境。睢阳区先后被国家命名为首批“全国
法治城市”、全国“六五”普法中期和2011年—2015年普
法先进县（区）。

据了解，“全国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先进单位”
是全国普法办对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取得显著成绩的地
区授予的最高荣誉称号，是衡量一个城市文明程度、管
理水平、法治建设、社会和谐的重要标尺。6

利用特色农产品
品质优势，借助电
商平台，宁陵县实
现本地 50%以上
的农产品通过电
商平台稳定销售

睢阳区荣获
“全国法治创建先进区”

本报讯（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通讯员 余明
波）“说个不怕扇嘴的话，小龚待我比亲儿子还亲。小龚
经常来看我，年前给我送来一沓澡票，还开车拉我去澡
堂里洗澡。坐在他的车里，我都想掉泪，只有共产党培
养的好干部，才能对我一个孤寡老人这么好。我们村五
保户的澡票都是他自己掏腰包买的。”6月 21日，睢县匡
城乡纸坊村贫困户王广军告诉记者。

王广军所说的小龚是睢县公安局驻匡城乡纸坊村
第一书记龚广涛，2017年 4月他到纸坊村任第一书记。

龚广涛回忆，初到纸坊村，看到的是坑洼的道路，破
旧的村室，村里没有产业，村民没有技术，村民经常怨声
载道。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他认为村民要发家致
富，必须有一个较强的村两委班子领导。于是他首先加
强村两委班子建设及党员队伍建设。采用定期学习的
方式，组织全村党员深入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
话，做合格党员”的学习教育活动；定期召开支部党员大
会、党小组会议，提高村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
力，让党员干部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村两委班
子成员看到他如此认真，认识到这个小伙子是“干实事”
的人，对他的工作由抵触转为全力支持。

为让贫困户尽快脱贫致富，龚广涛深入到贫困户家
中，帮助贫困户找项目，谋出路；多方考察，努力使贫困
群众实现就近就业或从事特色种植等，找到致富门路。
他打听到村民赵新卫在郑州做的生意红红火火，趁赵新卫
返乡期间，多次劝赵新卫在家创业。后来，他又专程去
郑州找赵新卫做工作，最终打动赵新卫。目前，赵新卫
已在家乡投资 700 多万元建了扶贫生产车间，解决了
100多名村民就业问题。

为提升村容村貌，龚广涛多方筹资翻修村室、修缮
村内道路、新建文化广场等，提高村民生活环境，提升村
民生活质量。如今的纸坊村正悄然无声地发生着变化，
村民的腰包鼓了，村容户貌好了，村民干事创业的劲头
更足了。

龚广涛说：“无论在哪都是为人民服务，只有看到老
百姓过上幸福生活，我才能高兴，我将全力以赴投入扶
贫工作中，甘做人民的儿子，无愧于党赋予我的历史使
命。”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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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本报通讯员 张增峰 李伟

他，是全国“2017最美基层环保人”，是
河南省唯一获此荣誉的基层环保工作者，
还是“商丘好人”、全县优秀共产党员，同
时，也是民权县环保局的一名普通干部。
他，是丁世毅。

6月24日，记者见到正在工作的丁世毅，
矮矮的个头，说起话来和蔼可亲，虽然一身荣
耀，却没有任何骄傲的神情。

“奖杯是我个人的，荣誉是大家的！就
如同一起耕地的牛，在喘气的间隙，只不过是
我捡吃了那颗翻出来的花生果……”老丁这
话虽有些自谦，但在大家眼中，他身上还真有
着一股子牛气、牛劲，才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干
出这么“牛”的成就。

开拓创新的老黄牛

走进丁世毅的办公室，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一张简易的小床，一台屏幕高高翘起的电
脑。

他笑着称这是领导的“特批”。因为他
患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症，坐和立的时间
都不能太长，写材料时，只能一会儿坐下，一
会儿站起。腰疼得厉害时，就在床上趴一
趴，以缓解疼痛。高翘的屏幕方便他站着打
字。

“老丁，你不为权、不为利，年龄也不小，
别太拼了！”很多的朋友提醒他，孩子、老婆也
劝他歇歇，注意身体，但他一直没有停下忙碌
的脚步。

1990年，丁世毅被任命为民权环境监测
站站长。说是环境监测站，其实一无药品，二
无仪器，更无监测技术人员！怎样去了解污
染物产生情况？如何开展环境监管？排污费
如何计算？当一摞问题摆在他面前时，他没
有被眼前的困难吓倒，反而想出了一系列新
思路。

为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单位了解其所
拥有的排污设施、污染物处理设施及正常作

业情况下排污的种类、数量和浓度，他一家一
家的到企业进行现场巡视，并专门设计了表
格，让企业定期填报排污情况。1992年 8月
14日，国家环保局发布了《排放污染物申报
登记管理规定》，正式确立了排污申报登记制
度，而他的做法，早已开创了排放污染物申报
登记工作的先河。

同年，丁世毅和团队又推出了“排污户
开/停业报告制度”，再创河南排污费征收管
理工作先河。

为建造污水综合处理场，他远赴山西、
河北等地取经，回来后完成了《转点源治理为
集中控制——关于县级污水集中处理的调
研报告》，在民权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兴建
了河南省第一家县级污水综合处理场。

在他的努力下，环保理念渗透民权的角
角落落:1996年，民权外国语学校成为第一
批国家级绿色学校；1997年，民权率先成功
申报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创建试点；2012年，
北关镇王公庄村成为河南省首批命名的省级
生态村；2011年，他夜以继日编写申报，向专
家汇报，民权大沙河环境治理工程项目终于
获国家批准，昔日鱼虾绝迹的污水河而今已
变成一泓碧流。

可以说，丁世毅是民权县环境保护事业
30年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他先后在民
权环境监察、监测、规划、生态、办公室、宣教、
法制等多个岗位工作过，毫不夸张地说，每项
环保业务他都干过。

30年的坚守，青丝已成白发。
他就像一头拓荒的老黄牛，不知疲惫地

耕耘，筚路蓝缕，艰苦奋斗，让民权县的生态文
明建设从弱到强，从有到全，直到全面开花。

群众利益放前头

在同事眼中，丁世毅是一个“工作狂”；在
家人看来，他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和儿子。

和他共事多年的办公室主任胡景生告
诉记者，每次见到他都是在工作，还经常加
班，有时夜里一两点钟了，丁世毅那屋的灯还
亮着。

“群众利益无小事，作为维护群众环境
利益的一个主要部门，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
从群众是否满意为出发点。”丁世毅说。

1994年 4月，本该郁郁葱葱的陇海铁路
两侧数公里防护林和附近庄稼大面积死亡，
大家推断是该县原磷肥厂夜里酸雾泄露而
致。在当时无环境监测等有效技术保障的情
况下，丁世毅毅然接下了这起民权第一例环
境污染举报案件。大雨滂沱中他夜探厂区取
证，数次到省会请教专家，在数据和法理面
前，厂方不得不承担污染理赔责任，给予受害
方经济赔偿。

他时刻把群众疾苦挂在心上，却亏欠家
人太多。

其母亲病危那天，他在去开会的路上，等
他赶回家中时，老人已经去世。他的妹妹埋
怨：“哥，妈临走时双眼还死死地盯住门口，她
是想再见你一面啊！”丁世毅当场放声大哭。

儿子婚礼赶上全省大气污染防治冲刺
关键时期，他工作了一整天，直到晚上才通过
视频给儿子送上祝福。

民权县环保局局长韩冰说：“丁世毅同志
对事业高度负责，为工作殚精竭虑，舍小家、顾
大家，一心为公、两袖清风，无私奉献。”6

“只有百姓过上幸福生活，
我才能高兴”

丁世毅：做服务群众的“孺子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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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陵群众“玩转”电商
开辟脱贫致富新途径

群众利益无小事，作为维护
群众环境利益的一个主要
部门，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
从群众是否满意为出发点。

丁世毅

丁世毅走访贫困户 张增峰 摄

2015 年，中央提出要大力开

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以

此撬动农产品流通方式创新，进而

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建设现代

农业。而在河南省东部的宁陵县，

电商产业早已在这里如火如荼地

进行着。

吕国华——返乡创业者，在宁

陵县科创电商产业园经营电商，一

年营业额上千万。

张澳——宁陵县乔楼乡秦庙

村十里铺村村民，经营电商，一年

销售额500余万元。

…………

2017年，宁陵县被商务部、财

务部、扶贫办评定为“国家级电子

商务进农村示范县”。

2017 年，宁陵电商交易额突

破亿元。

宁陵依托独特资源，培育电子

商务运营企业，构建工业品下乡、

农产品进城的线上、线下通道，通

过建设公共服务中心在全县农村

镇级、村级推进电子商务服务站

点，完善“县—乡—村”三级电商网

络服务体系，推动互联网与县域生

产领域、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进

而带动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促进

全县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通过“电

商+扶贫”“党建+电商+扶贫”模

式，开启群众脱贫致富新途径。

6 月 22 日，记者来到宁陵县科创
电商产业园，只见物流区内几十名工
作人员忙着分拣快递，快递车来来往
往，好一幅忙碌的景象。

“我现在有十几个员工，淘宝有好
几个店，每天大概有三四百单，在这里
得到政府大力支持，我们干得有劲。”
29岁小伙路柯自豪地说。

路柯因自幼患有小儿麻痹症导致
身体残疾，得知家乡推广扶持电商产
业发展后，毅然决定返乡创业。2017
年 4月，在政府的帮助下，他成立了寰
泰电子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拼多多、淘
宝等电子商务平台的运营、销售及服
务，主营线上线下销售农副产品。身
残志坚的他成立公司以来，利用电子
商务平台与省内外 20 多家客商建立
了稳固的营销关系，公司年销售额达
200余万元，带动就业12人，其中安置
残疾人就业3人，还引领和带动更多的
残疾人创业、就业。

同样返乡创业的男子吕国华，是
首批入驻产业园的电商运营者。在淘
宝网、拼多多等多个平台有自己的网
店，以销售宁陵特色农产品和食品为
主，一年销售额近千万。

“我与农村合作社对接，帮助他们
将农产品卖向全国各地，增加农民收
入，对贫困户进行高价收购等优惠政
策，助力脱贫的同时让自己发家致
富。”吕国华说。

在宁陵县科创电商产业园，像
吕国华、路柯这样的电商运营公司有
50余家。

早在 2016 年，宁陵县委、县政府
就确定“互联网+特色产业”的发展思
路，规划建设了宁陵县电商科创产业
园。将电子商务纳入扶贫开发工作体
系，创新扶贫开发模式，通过实施“电
商+扶贫”模式，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
载体，进行了引导宣传、技能培训和资
金扶持，有效地解决了农产品销售难
题，增加了农民收入，同时构建了邮政
农村电商服务体系等，逐步推进“一县
一品牌”“一乡一产业”“一村一人才”
等项目的实施，提升全县电商水平，培
养电商创业者，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
做好电商产业和电商精准扶贫工作。

称重、系绳、装箱、封口……宁陵县乔楼
乡秦庙村十里铺村村民张澳的店里，几位村
民正在熟练地包装产品。

44岁的张澳原本不懂网络，参加了县科
创电商产业园的电商培训班后，注册成立了宁
陵县昌澳商贸有限公司，在拼多多注册了“十
里小铺”商店，专门销售特色农产品，从刚开始
的一天几单骤然增加至一天上千单。当年就
完成20多万单、销售200多万斤农产品、营业
额500多万元，帮当地乡亲销售大蒜、洋葱百
万斤以上。由于成交量不断攀升，每天需要
工人分拣、分装、包装、装卸货，直接带动了百
余人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帮程楼、阳驿、黄岗、
孔集等多个乡镇的农产品找到了新销路。

为加快全县电子商务进农村进程，推动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大力培养电商相关方面

的专业型人才，宁陵县电子商务服务中心、
科创电商产业园不定期举办宁陵电子商务
进农村培训班及电商扶贫培训暨农村淘宝
合伙人招募宣讲会，介绍电子商务为企业和
百姓带来的种种便利，形成人人懂电子商
务、个个用电子商务的良好氛围，推动了全
县电商的发展。

同时，宁陵县以政府主导，邮政牵头，多
家电商平台资源共享的方式，快速推进了宁
陵县电商网点建设工作。在全县建立了296
个“村邮乐购”农村电商服务站，为农民提供
网上代购、代售农产品、普惠金融、邮件代
投、代缴水电煤气费、票务代购等各类服务，
基本实现“购物不出村、销售不出村、金融不
出村、生活不出村、创业不出村”的农村电商
生态发展格局。

宁陵县邮政局副局长司昆告诉记者，农
村电商的发展实现了“五个结合”：线上与线
下相结合、工业品下乡与农产品进城相结合、
农村电商与邮政业务相结合、农村电商与政
府对接相结合、农村电商与精准扶贫相结
合。在农村完善了“县、乡、村”三级配送体
系，助推电商发展，让其成为群众致富新途径。

“县域电商已经进入了一个全面的引爆
期，农村电商的核心，在于打通‘工业品下
行’‘农产品上行’的双向通道。我们在扶贫
助农方面积极践行国家电商精准扶贫战略，
通过与多家电商平台建立业务合作，帮助群
众解决滞销问题。同时，积极开发更多电商
扶贫模式，整合县域特色产品、优质品牌、民
俗文化产品等，建立健全上行渠道，积极推
进电商产业扶贫。”宁陵县科创电商产业园
党委副书记董国敬说。

今年 4月 10日上午 8时整，宁陵县选取
的扶贫助农产品金顶谢花酥梨在淘宝网“淘
抢购”活动中正式亮相，仅两个小时下单量
就达到了2000多件。

利用特色农产品品质优势，借助电商平
台，宁陵县实现本地50%以上的农产品通过
电商平台稳定销售，倒逼推动农业产业升
级，激发了农村经济活力，助力脱贫攻坚。

2017 年，宁陵县组织部门大力发展互
联网企业党建，成立了河南省首家互联网
党委——宁陵县科创电商产业园党委，并向
下游互联网企业延伸拓展，用党建引领互联
网企业发展，激活互联网党建工作全局，积极
探索“党建+电商+扶贫”模式作为贫困户脱
贫致富的重要手段，注重发挥党组织的引导
作用、电商的辐射作用，努力实现70%以上的
贫困群众能够通过参与电商增收，让“党旗飘
起来、支部领起来、党员带起来、电商动起来、
贫困户富起来”。6

6月22日上午，商丘市公安局民警到商丘师范学院
向学生们开展禁毒宣传，组织学生观看禁毒宣传展览，
为学生讲解毒品知识，以此来提高学生识毒、防毒、拒毒
能力。6 王超 摄

莘莘游子回乡创业 村级电商遍地开花

电商带动脱贫致富

296
在 全 县 建 立 了
296 个“村 邮 乐
购”农村电商服务
站，为农民提供网
上各类服务

□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本报通讯员 何为

路柯返乡开网店创业，正在和店
员查看网上订购情况 赵航 摄

50%

人物素描

宁陵科创电商产业园成为返乡游子创业平台 赵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