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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新闻

城市困难家庭妇女
可免费“两癌”筛查

本报讯（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3月 19日，记者
获悉，为贯彻落实河南省总工会突出办好“十件实事”的要
求，扎实做好商丘市纳入国家建档立卡的城市困难家庭女
性成员免费宫颈癌、乳腺癌筛查工作，商丘市总工会下发了
《关于对城市困难职工家庭女性成员免费“两癌”筛查的方
案》，将对纳入国家建档立卡且未纳入低保的城市困难职工
家庭中的适龄女性成员，年龄在 30-65周岁（含 30周岁及
65周岁）进行免费“两癌”筛查。

据悉，本次免费“两癌”筛查活动将于4月 10日前全面
启动，届时，各级工会将组织引导筛查对象顺利完成相关检
查项目。“两癌”筛查活动将坚持免费服务原则、知情选择原
则、规范服务原则和信息保密原则。其间，各级工会组织将
监督医疗保健机构不准强行要求检查结果正常者进行下一
步检查、不准搭车检查、不准变更检查项目、不准搭车收
费。筛查服务将充分尊重服务对象意愿，维护女职工合法
权益，确保服务对象在知情同意的基础上自愿选择筛查项
目。

承担“两癌”筛查任务的医疗服务机构及工作人员，将
严格按照相关技术规范及市总工会提出的有关要求提供服
务。各级工会及承担“两癌”筛查任务的服务机构及工作人
员，将切实尊重被服务者的隐私权及知情权，绝不向无关人
员透露被服务者的相关信息和检测结果。目前，商丘市共
有1124户困难职工家庭符合条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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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传真

3 月 24 日，在柘城县榕湖景区
内，一对情侣在桃花林里拍照留
念。近年来，该县牢固树立高质量
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追
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发展中保
障和改善民生”，注重新老统筹、内
外双修，深入实施城市提升行动，全
力打造生态宜居新柘城。榕湖景区
已成为国家2A级旅游景区，碧波荡
漾、水鸟嬉戏，岸边绿树成荫，园内
桃花灼灼，如诗如画，吸引众多居民
来此观赏游玩。 6 张书珲 摄

睢阳区精心打造“全新型”基层党群服务中心、“区域化”城市基层党建、“睢阳红e”智慧党建

□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本报通讯员 王志彪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
质特征，党的建设高质量是经济发展高质
量的前提和基础。为全面提升党建工作质
量和水平，把党建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
势，睢阳区委扛稳压实党建工作责任，围绕
更好服务党员群众，着力强基础、补短板、
抓协同、促提升，精心打造了“全新型”基层
党群服务中心、“区域化”城市基层党建、

“睢阳红e”智慧党建三大品牌，极大蕴涵了
党建引领各项事业发展底气，有力推动了
睢阳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党群服务中心聚拢人心

“这个党群服务中心不仅环境提升了，
功能也全了。大家经常来这健身、娱乐，慢
慢地群众和党员干部的心就近了。”睢阳区
郭村镇社区居民孙宽德笑着说。

郭村镇中心社区由原来的东街、西街
和谢寨三个村合并而来，集党员活动、群众
议事、便民服务等功能于一体，基本满足了
群众的日常需要，有力地聚集了人气，聚拢
了人心。

在睢阳区，像郭村镇中心社区这样的
党群服务中心早已呈遍地开花之势。

近年来，睢阳区按照城市发展战略和
乡村振兴战略部署，在全面完成全区 349
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规范提升的基础
上，总体谋划建设 100个高标准的农村中
心村新型党群服务中心和50个城市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区财政采取以奖代补先后投
入资金3000万元，撬动各类社会资金9600
多万元，按照“标准统一、功能完善、服务便
民、办公高效”的基本要求，搭建一站式服
务平台，构建“十分钟”便民生活圈，逐步实
现党群服务中心“一窗口办理、一站式服
务、一平台共享”，着力解决服务群众“最后
一公里”。目前，全区已建成 100个中心村
党群服务中心，25个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党群服务中心，“服务”是理念和宗旨，
“中心”是平台、是家，要让党员和群众充分
感受“家”的温暖。睢阳区制定了相关文件

细则，创新“阵地+家”党群共建共享共融的
建设模式，还把抓党建促脱贫攻坚等工作
与党群服务中心功能拓展紧密融合，发挥
了联动效应，较好地惠及民生。

“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持党同人民
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
的根基。”睢阳区委书记曹月坤说，该区不
仅要把党群服务中心建设好，更要利用好，
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号召力和
战斗力，全力把农村基层党建阵地打造成
促进脱贫攻坚、引航乡村振兴的“红色引
擎”，最终实现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
发展高质量。

“区域化”党建实施网格管理

商丘市是全省 5个城市党建示范市之
一，睢阳区作为主城区，准确把握城区功能
定位，明确了城市党建工作重点任务，创新
组织设置、下沉人员力量、实行网格管理，
打造了独特的“区域化”睢阳城市党建品
牌。

睢阳区把全区 6个街道的 60个社区、
25个行政村，整合为 50个社区，探索创新
四级组织设置模式，构建了“街道—社区—

小区—楼院”四级组织体系。在街道全部
建立由辖区各单位党组织参加的“党建工
作联席会”，在社区全部建立由机关、企事
业单位和“两新”组织等党组织参加的“社
区党建联谊会”，在小区建立由各楼院党小
组负责人参加的“小区党建议事会”，在小
区楼院建立“党建联谊小组”，并拓展延伸
到“两新组织”，推进以街道社区党组织为
核心，有机连接单位行业及各领域党组织
的区域党建格局，初步形成了数据共享、信
息共用、资源整合、动态跟踪、全面覆盖的
网格化党建工作管理体系。

为加强队伍建设，壮大党建工作力量，
该区选优配强街道办事处党委书记，配齐
配强街道办事处党委副书记、组织委员、组
织干事和不少于2人的专职党务工作者，把
全区划分为50个社区网格，532个小区（楼
院）网格，建立由社区“两委”成员、居民党
小组组长等组成的网格管理员队伍，每个
网格设有网格长、信息采集员和网格员，实
行错时工作制，做到无假日、全天候、全覆
盖为居民服务，形成“大社区小网格，小网
格大党建”的管理格局，达到“人在格中走，
事在网上办”的效果。

“互联网+”让党建“活”起来

在睢阳区府前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记
者观看了“睢阳红 e”智慧党建综合管理服
务系统，里面设置了党建管理、便民服务等
功能，还可以实现与专业拔尖人才的同步
实时视频，面对面沟通。

“睢阳红 e”综合管理服务系统是睢阳
区主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注重运用
信息技术推动基层党建工作创新发展，围
绕“大党建、大网络”的工作思路，着力打造
集党建管理、宣传教育、便民服务、网络办
公“四位一体”的智慧党建新平台。平台突
出基层党建，强化党员教育服务，兼具便民
服务等功能，推进基层党建数据化。此外，
睢阳区还探索了以远程教育“红色影院”、

“红色网络教育家园”、精品资源整合模式
等为内容的 321 党员教育新体系，打造了

“睢阳红e”智慧党建新品牌，丰富了党建学
习形式，调动了党员的学习热情。6

□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本报通讯员 宋涛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
工作的总抓手，对畜牧业发展既是重要任
务，也是重大机遇。具有农业资源优势的
宁陵县，如何使畜牧产业更好地融入乡村
振兴战略，助力精准脱贫？近年来，宁陵县
充分发挥畜牧产业优势，坚持精准支持与
产业带动相结合，坚持产业政策与扶贫政
策相协调，坚持产业发展与产业扶贫相一
致，壮大龙头企业，全力推动畜牧养殖精准
到村、到户，发挥畜牧产业脱贫重大作用，
助力乡村振兴。

特色养殖迎来百花齐放

“作为一名宁陵人，我立志在家乡发展
壮大肉鸡养殖产业，为家乡畜牧业发展、父
老乡亲增收致富贡献一份力量。”3 月 15
日，宁陵县返乡创业青年耿海潮说。

耿海潮从事肉鸡养殖 10多年，创办了
商丘聚民畜牧养殖有限公司,目前肉鸡养殖

规模在河南省名列前三。今年又投资2.3亿
元建成全国最先进的智能化肉鸡养殖场，达
到年出栏优质肉鸡 3000万只规模，年实现
产值6亿元。项目建成后，将严格按照《无公
害生产技术规范》组织养殖生产，实现饲养
管理科学化、生产程序严格化、免疫消毒规
范化，成为河南省内领先的智能化、规模化、
标准化、花园式肉鸡养殖项目。

在宁陵县，你会发现农民不再只种粮，
像耿海潮这样搞养殖的群众越来越多，特
色养殖在宁陵县早已百花齐放。

宁陵县华堡镇楚堂村养殖户楚维向
2018年可是获得了大丰收，仅他养殖的肉
鸽这一项就收益了50余万元。在他的引导
影响下，乡亲们的养鸽场犹如雨后春笋出
现了 400多家，周边辐射到柘城、睢县和山
东曹县。楚维向牵头成立了天明鸽业养殖
合作社，实行统一提供种鸽、统一进行防疫
和统一订单销售，并积极参与到精准扶贫
工作中，采取“合作社＋基地＋贫困户”模
式，帮助 210户贫困户脱贫致富，同时带动
800多名剩余劳动力就业。现在，楚维向一
边扩大养殖规模，一边培育新的肉鸽品种，

大力发展无抗养殖技术，朝着“绿色生态养
殖”的目标奋进。

“上规模、促发展、保质量、上水平”，宁
陵县紧紧围绕这一主题，以促进规模养殖、
集约养殖发展和标准化小区建设为重点，
加快推进畜牧产业化经营步伐，培育壮大
了牧原集团、豫东牧业、宁宝养殖等13个省
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各类养殖场（小
区）1755个，农民养殖专业合作社100个。

三产融合走上绿色发展路

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延长产业
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既是畜牧产
业的发展方向，又是助力精准脱贫的有效
路径。

为此，宁陵县政府与河南牧原集团共
同实行“政府+金融机构+龙头企业+合作
社+贫困户”的“5+”扶贫新模式。全县符
合条件的 4731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注册成
立一个宁陵县惠宁农牧专业合作社，把贫
困户到户增收项目资金投入合作社作为入
股资金，并由政府投资平台（宁陵县发投公

司）为其担保，每户分别在农联社承贷16万
元，委托合作社统一经营，支持牧原产业发
展，带动贫困户实现脱贫。

而河南豫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则采取
集中托养扶贫模式，贫困户利用到户增收资
金8000元/户购置4只母羊由该公司集中代
养，贫困户与其签订托养协议，豫东牧业开
发有限公司每年支付贫困户分红资金。

标准化猪舍、道路、围墙、兽医室、消毒
室、粪污处理设施……记者看到在宁陵县华
堡、程楼、城郊、乔楼、赵村、柳河、孔集7个乡
镇的扶贫生猪养殖场，全是统一模式建设，
规范化管理，粪污资源化。这是该县助推畜
牧产业扶贫工作的又一举措，即带动了贫困
户脱贫，又解决了养殖污染问题，实现了畜
牧产业扶贫与粪污资源化利用有机结合。

“今后，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河
南‘三农’工作的定位，全面实施承接产业
转移发展战略，进一步借助宁陵县农业资
源优势，围绕‘招大引强、招精选优’工作思
路，使更多好项目落户宁陵，优化养殖业结
构，以生态理念引领养殖业绿色发展。”宁
陵县县长马同和说。6

本报讯（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通讯员 李超）
“看，那里都是植树节时志愿者们刚种的树，20000多棵，这
以后将是一大片绿色海洋啊。”3月 17日，虞城县人民公园
管理员说道，植树时节，虞城县600多名来自各行各业的志
愿者们在人民公园开展了义务植树活动。在400多亩土地
上，志愿者们种满了一株株笔直挺立的梧桐、白蜡、椿树、红
叶石楠等树苗 20000余棵，为人民公园增添了一片生机勃
勃的新绿，为森林虞城建设增砖添瓦。

据悉，该县将今年定为“国土绿化年”，认真贯彻落实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
念，继续围绕“果乡绿城”目标，大力做好“丰绿、增水”文章，
以城市园林化、廊道林荫化、平原林网化、乡村林果化、庭院
花园化建设为标准，持续推进国土绿化，努力实现“城镇森林
环绕、通道绿带如锦、农田林网遍布、村庄绿树成荫”，全力打
造“城在林中、市在水旁”环境优美、生态宜居的最美县城。

同时，该县坚持“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原
则，成立了虞城县生态文化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虞城县扶
贫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依托国储林项目，广泛吸引政策性贷
款和社会资本投资生态建设。发动“人人干起来，家家动起
来，村村美起来”，将“乡村林果化、庭院花园化”建设与脱贫
攻坚、美丽乡村等有机结合起来，不仅提升了乡村人居环境
质量，还带动了村民发展乡村旅游与特色产业，为他们脱贫
致富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为“果乡绿城”添了新绿。6

本报讯（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通讯员 徐泽源）
3月 13日，睢县北湖湖光潋滟，和煦的微风划过湖面，荡起
波光涟漪。随着天气逐渐转暖，北湖又迎来了成群结队的
白天鹅，它们的到来为早春时节的北湖景区增添了一道靓
丽的风景。

只见，白天鹅悠然地在水面上缓缓游动，时而嬉水，时
而觅食，时而成群结队翱翔于空中，吸引了众多居民围观和
拍照。除天鹅之外，这里也是众多鸟类的天堂。灰鹤、野
鸭、苍鹭、白鹭等等应有尽有，位于北湖南侧的鸟岛每年都
有上万只候鸟在这里繁衍生息。

近年来，睢县坚持把绿色发展放在第一位，既要金山银
山，更要绿水青山，生态环境逐渐改善。由睢县北湖及周边
湖泊群组成的中原水城国家湿地公园，已成为我国中线候
鸟迁徙重要的停歇驿站。6

宁陵县优化畜牧养殖结构助力乡村振兴

虞城县

为“果乡绿城”添新绿

睢县

北湖迎来白天鹅栖息

三大“党建品牌”凝聚发展活力

3月 15日，柘城县邵园乡高赵村青年农民张志军正在
管理大棚蕃茄苗。张志军种植的蔬菜大棚里春意盎然，近
年来，该县立足区域农业特色，大力推动蔬菜的专业化生产
和产业化经营，引导当地群众增收致富。6 张超 摄

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
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
联系，是我们党立于不败
之地的根基

人面桃花
相映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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