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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传真

第一书记的山药产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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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现在有这个
方便太多了，在这
里拍完片，县级专
家给看病，我们既
不用往县里跑，还
省钱。不出乡都
可以享受县级医
疗服务，对我们来
说 是 很 大 的 福
利。”5月10日，永
城市陈官庄乡李
门庄村村民杨福起高兴地告诉记者。

今年 56岁的杨福起患有股骨头坏
死二三十年，原来乡镇卫生院没有相应
设备和专业医生，每次他都需要跑到县
级以上医院拍片治疗，常常因片子保存
不当等问题看不清楚，到医院后都要重
新拍片，浪费人力财力。自 2018 年 11
月，陈官庄乡卫生院上了DR设备，安装
了远程影像诊断中心后，这些麻烦统统
没有了。

杨福起在乡卫生院拍了影像后，等
了五六分钟的时间，永煤总医院的医生
诊断检查报告单便出来了，根据此单他
就可以找医生对症下药了。

“这个远程影像诊断中心与永煤总
医院互联，这里拍摄的片子会立即上传
到全球影像医疗服务云平台，永煤总医
院医生在云平台里进行集中诊断，诊断
完后，他们将每位患者的诊断报告一一
传到云平台，我们的技师进行下载打印
后交给患者。”该乡卫生院院长刘磊说，
患者拿到的不再是传统的“牛皮袋+医用
胶片”，取而代之的是通过手机即可随时
随地查看影像的电子“二维码”胶片及报
告。不仅可以节省患者胶片的费用、减
轻就诊负担，还可以随时随地通过手机
查看报告，从而减少患者等胶片、取胶片
来回奔波消耗的时间，同时，也能减少胶
片污染。

“潘效先，男，54岁，病人自述右前
胸部偶感疼痛数月”“张兰真，女，52岁，
咳嗽咳痰发热两天”……在永煤总医院
影像诊断中心，放射科主治医师常广勇
的微信群不停发出声响。

“这是我们建立的永城市远程影像
诊断微信群，陈官庄、卧龙、龙岗等五个
乡镇卫生院的影像技师在拍片时把患者
简单情况发到群里，我在电脑查看片子
时，结合信息进行诊断，写好诊断报告后
发到云平台，由各院自行下载，这个报告
可以保存十几年没问题。”常广勇说。

远程影像诊断中心的建立对于龙岗
镇卫生院来说更是带来了大大的便利。
龙岗镇位于永城市的最西部，距离市区
较远，到县城要乘坐一个多小时的车，自
从有了这个远程影像诊断中心，群众拍
片看病再也不用往县里跑了，在乡镇卫
生院就可以解决。

为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
医疗服务，我省近年来不断促进优质医
疗资源下沉，帮助基层提升医疗卫生服
务水平，而永城市远程影像诊断中心正
是结合移动互联网、云计算、数字影像等
技术，是移动医疗、智慧医疗领域的创新
应用，更是落实我省“基层首诊”“分级诊
疗”的创新举措之一。该中心以永煤总
医院为核心，对接不同区域、不同医院的
PACS系统或设备，连通市、区、县等各级
医院，实现影像数据跨医院、跨区域共联
共享，让群众少跑腿、得实惠，医生得提
升、医院得发展的多重效果。7

□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本报通讯员 王支援

一袭河水向东流，两岸柳绿花正红。5
月 11日，虞城县两河口公园里阳光明媚，景
色宜人，不少群众正在河畔散步、垂钓。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
是幸福”，生态兴，则文明兴。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离不开国土绿化，离不开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没有国土绿化，生态文明建设就无
从谈起，和谐共生也会沦为一句空话。

近年来，虞城县为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局面，坚定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
文明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认真贯彻落实
省、市国土绿化提速行动有关精神，结合虞城
实际，提出了“果乡绿城”的基本定位，持续做
好“丰绿、增水”这篇大文章，在厚植生态上求
突破，大力推进国土绿化，着力空间风貌的塑
造、着力推进模式的创新、着力生态环境的提
升，让绿成为虞城最靓丽的底色。

让花香四溢绿满全城

清风、绿树、阳光。沿着虞城县仓颉大
道一路向北，道路两侧的树木葱葱绿绿，而
新栽植的栾树也冒出了新芽。

再往前走，两排高大整齐的树木映入眼
帘，放眼望去，犹如一排排庄严的士兵，伴着
清风，发出“沙沙”声响。

“这是水杉树。这条水杉大道，原本是
一条非常小的土路，我们用七天时间修成水
泥大道，十天时间栽种上直径 18cm宽的水
杉树，这条路直通森林公园。”虞城县林业发
展服务中心主任张奎说，县里对包括仓颉大
道、水杉大道在内的 20条城市道路进行了
拓展绿化，让道路两侧更绿更美。

城市绿化的好坏，不仅关系到生态环境
质量的改善，更关系到每一个人的日常生
活。虞城县把国土绿化纳入到生态发展大
体系，拉长生态链条，不仅在城市道路、高
速、河道等实施林荫化廊道工程，在农村更
是大力实施农田林网化、村庄林果化和庭院
花园化，让城乡一体融合发展。

在 310 国道上，记者看到道路两侧 50
米内全部种上了树木，其中大部分是果树。
沿路而行，绕过几个村庄，就到了王集乡东
村，十几名村民正在绿油油的麦田劳作，麦
田里一排排小树苗引起记者的关注。

“这是在麦田穿插种植的桃树，村民种
一棵桃树只需拿出一元钱，剩下的政府来
出，种上后树就是自己的，收益也归自己。”
该村党支部书记孙海涛告诉记者，地头种上
桐树，麦田种上桃树，村民屋前屋后全部种

上果树，院子里种上花草，不仅美观，还有经
济效益。

在虞城县，很多乡镇都和王集乡一样正
在打造农田林网化。除此之外，还打造了以
张集、乔集为主的全域林果化，和涉及其他
22个乡镇的 112个行政村村庄林果化与庭
院花园化试点。以国道省道和县乡道路等重
点道路的绿化贯穿其中，使乡乡都有循环圈，
村村都有可看点，让防护林连起来、厚起来，
有路必有树、有渠必有林，打造了“田成方、林
成网、沟相通、路相连”的生态建设格局。

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
难存。为确保不出现“春天种，夏天黄，秋天
死，冬天进灶膛，来年植树节再忙”等现象，
该县将植树与护树一起谋划，形成种、养、
护、管的植护大机制。

目前，全县已完成各项绿化任务7.28万
亩，其中完成造林5.08万亩；森林抚育1.8万
亩；发展苗木花卉 4000亩；创建森林小镇 4
个，建成林果化花园化村庄 112个，实现城
乡融合发展。

让生态绿变成“致富林”

“县里把植树造林纳入社会发展大体
系，拉长了生态链、延伸了产业链。现在，俺
村春天花节卖旅游，夏天秋天卖水果，有花

有果有效益。”田庙乡后刘村黄金杏园里，该
村党支部书记、县人大代表刘玉东说。

既要绿色生态也要经济效益。虞城县
将二者相融合，在栽植树种的选择上，乡村
绿化美化和围村林改造多选用果树品种，有
花有果有经济效益。把用材林和经济林一
起谋划，优先发展经济林、拉长生态绿化的
产业链条，培育壮大林下经济、积极发展林
业新兴产业。依托自然优势，结合农业供给
侧改革，大力发展“名、优、特、新”经济林，建
立名优经济林基地50余处，25万亩，年产鲜
果 80万吨，产值突破 9亿元，形成“林带重
生态、果园重富民”林果相间的大融合发展
局面。

在虞城县北部黄河故道生态带，该县以
张集、乔集为中心辐射周边乡村发展优质红
富士苹果、棚架黄金梨、油桃、杏等优质杂
果，远销沿海经济发达城市，加快一二三产
融合，形成了“产—销”完整的果品销售“冷
链大物流”，带动群众走上发家致富的快车
道。

“让生态美县，让生态富民。我们将植
树造林与脱贫攻坚一齐谋划，把绿化收益与
小农户增收有效衔接，大力种植果树，采取
政府+公司等创新绿化工作模式，实现有效
带贫增收，促进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均衡发
展。”虞城县副县长班春丽告诉记者。7

大力推进国土绿化 致力打造“果香绿城”

绿色生态成就虞城“财貌双全”

□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5月 13日，梁园区刘口镇千亩樱桃园内
游人如织，葱葱绿海中，点缀着片片樱桃红，
放眼望去，煞是好看。园内游客可没时间欣
赏美景，一边采摘樱桃，一边往自己嘴里送，

“嗯，这大樱桃真甜。”
“来这采摘的游客很多，因为紧挨着天

沐湖景区，我们这儿的樱桃根本不用拿到市
场去卖，在地头、在樱桃园就卖完了。”刘口
镇西刘村55岁的果农刘德法笑着说。

刘德法种植了四亩大樱桃，每年5月果
子成熟季，来采摘的游客络绎不绝。“单卖果
子一斤 20元至 25元，游客进园自己采摘每
斤 30元至 35元，可以随便吃。”刘德法说，
他们这里每家平常一天能销售三四百元以
上，周六周日能销售几千元不等。一年一亩
地净收入不低于8000元。如今该镇大樱桃
种植面积已达2000余亩。

刘口镇位于梁园区黄河故道，曾经“大
风一起，刮到犁底；大风一停，沟满壕平”是
梁园区人民惨痛的记忆。改革开放以来，当

地群众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积极探
索农业富民新路子。在解决温饱的
同时，他们打破传统耕作模式，大力发
展林业经济和高效作物，形成了大樱桃、
花生、葡萄、李子多果种成方连片的农业特
色。

2003年，当地党委政府多方考察后，利
用黄河故道滩地、土壤结构良好、富含各种
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温度适宜、光照资源充
足等优势，开始推广种植大樱桃，种植面积
连年攀升，规模越来越大，品质越来越优，取
得了丰厚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俺这樱桃可甜了，你尝尝。现在俺村
几乎家家都有樱桃树，光樱桃品种都有四五
个，今年樱桃丰收，政府还举办采摘节帮俺
们打造影响力，收入肯定不会差。”西刘村果
农施文岚一边摘果子一边笑着告诉记者。

粒粒樱桃摇曳枝头，闪烁着农民的希
望，见证着农村的发展。

近年来，梁园区坚持走农业龙头带动发
展之路，多种农产品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注册商标，拥有“辣椒之乡”“山药之乡”“樱

桃之乡”等国字号品牌。为深入推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梁园区加大科技投入，按
照市场需求合理调整结构，种植模式由过去
的“种啥吃啥”转变为现在的“吃啥种啥”，实
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刘口镇坚持发展林果经济，更是走出一
条强乡富民的捷径。今年，该镇抢抓国土绿
化机遇，扩大鲜桃种植面积3000多亩，全镇
林果总面积超过 8000亩，打造出一个集旅
游观光、休闲娱乐于一体的“世外桃源”。

同时，该镇大力实施乡村振兴工程，推
动农旅产业深度融合，助力产业脱贫战略实
施，打造产业兴、生态美、百姓富的良好发展
格局。7

□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本报通讯员 闫占廷

麦秆吐穗，桐花飘香。5月 10日，在宁
陵县孔集乡刘堌堆村田野里，轰隆隆地旋耕
机耕作之后，深钻机又驶进了田地。山药种
植农户跟在后面，一一将山药种子放在垄沟
里，用土掩埋覆盖好。

“现在山药种植、收获都实行机械化了，
人工节省不说，效率也大大提高了。”在场忙
碌的第一书记贾孝印说。

刘堌堆村位于孔集乡西北6公里处，辖
刘堌堆村、刘洼、党庙3个自然村，共446户
1494人，耕地面积1832亩，没有村办企业，
无集体经济收入，村民靠种植传统农作物为
主。2017年 5月 8日，宁陵县自然资源局宣
传干事贾孝印自告奋勇，来到该村担任扶贫

攻坚第一书记。通过走访，他发现该村属于
沙质土壤，适宜种植山药。“山药种植只要精
细管理，亩产量可高达 4000公斤。只要瞄
准市场，打开销路，经济效益还是很可观
的。”贾孝印对山药种植前景充满信心。

其实十多年前，村民王学超首先引进山
药种植后，大家也纷纷效仿发展山药种植，
规模最大的时候全村达 500余亩。但随着
市场价格的波动，村民还是赔得多、赚得
少。特别是 2017年冬季，山药售价跌到每
斤 0.6 元，一季的辛苦劳作不说，就连每亩
7000元的投资都“捞”不回来。第二年，全
村山药种植面积缩减到不足200亩。

通过调研，贾孝印找到了问题的症结：
村民头脑里没有市场观念，只知道“埋头拉
车”，不知道“抬头看路”。山药种植很盲目，
一看今年价格好了，下一年一窝蜂都去种，

结果可想而知。一旦赔钱了，村民就立马不
种了，山药也会随之涨价。

如何对症下药呢？贾孝印和村委一班
人讨论了好几天，围绕“如何沙里淘金，做大
做强山药特色种植”议题各抒己见，集思广
益，谋划出了刘堌堆村山药产业的发展思
路。很快，该村以致富能手宋汉刚为首的民
丰山药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了，流转300亩
土地搞规模化种植，统一管理，集中销售，灵
活应对市场变化。特别是注册商标品牌，搭
建电商平台，拓宽山药销售渠道。

“我们正在考察几种山药深加工项目，
可以生产山药粉、山药粥、山药饮品和山药
糕点。”贾孝印信心满满地说，“一旦投产成
功，不但拉长了产业链，增加了附加值，还可
以安置更多的村民上岗就业，不出家门就可
以挣钱。”7

睢县匡城乡马泗河西瓜栽培历史悠久，相传从秦东
陵侯那里引种，千百年来品质不衰。马泗河村民薛爱
萍，大力发展绿色农产品种植项目，坚持标准化生产和
品牌化营销。目前，她引种的5棚礼品西瓜，还没上市就
已被客商订购一空。7 余明波 摄

樱桃红了 百姓笑了

图片新闻

远程影像诊断中心
让看病越来越方便

□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本报通讯员 张远铭 闫允瑞

5 月 19 日，走进柘城县惠丰钻石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机器发出轰轰的响声，生产车间内数十名工人正在
有序工作中，一片繁盛的景象。

“政府对我们企业帮助很多，经常召开座谈会或到
公司查看，询问有没有困难要解决，现在公司发展不错，
前景也不错。”该公司总经理高杰说。

为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
士健康成长，助力高质量发展，柘城县出台多项措施，建
立完善的长效工作机制，打造优越的营商环境，努力实
现新时代非公有制经济创新发展、转型发展、提质发展。

县委统战部、县工商联立足县情实际，突出服务特
色，采取积极措施，建立非公经济人士档案，并及时更新，
保证信息库的时效性和准确性；县委统战部、县工商联机
关工作人员每人定点联系3个以上非公企业和非公经济
代表人士，适时传达上级政策，了解企业动态，帮助解决难
题，实现机关和企业的良性互动。同时，该县还制定全县
非公企业党建工作规划，成立柘城县非公党工委，建立57
个非公企业党支部，2个非公企业联合党支部，通过开展
形式多样的“创先争优”活动，把党建工作与企业文化、企
业管理、企业人才队伍建设等有机结合起来，达到以党建
推动非公经济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目的。

“在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积极引导
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履行社会责任。热心公益，积极
关心社会，回馈社会，拥抱社会，这也是促进企业健康发
展，履行企业社会责任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柘城县委
统战部相关负责同志告诉记者。

为此，该县积极组织企业参与捐资助学、捐资救灾
和“百企帮百村”精准扶贫等活动，彰显致富思源，树立
汇报社会的企业良好形象。目前，全县已有92家工商联
会员企业和 85个村结成帮扶对子，提供就业帮扶岗位
1484个，捐助物资及帮扶资金达2709万元。7

柘城县多措并举
力促“两个健康”

本报讯（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通讯员 刘传
海）5月 21日晚 7时 30分，商丘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
大队指挥中心的一个指令，提紧了九中队民警的心：济
祁高速公路永城服务区东半幅加油站一名年轻小伙，出
现呼吸急促、抽搐昏迷的危急状况，急需到医院救治。

正在辖区高速公路巡逻的九中队民警李鹏和中队人
员刘化等根据指令，立即赶到服务区，与120救护人员汇
合，紧急施救。经初步诊断，病人是突发心率不齐症状，
无法控制自己呼吸，急需送到医院诊治。此时，正值晚间
车流高峰时段，为抢时间，李鹏当即对救护车司机说“我
们开道，你们紧跟警车”。一路上警车不断鸣笛，不断用
喊话器示意周围车辆让行。原本20多公里需要30分钟
的车程，仅用了不到10分钟便赶到了永城市中心医院，并
帮助医护人员将病人送至急诊室抢救。

据悉，发病者是永城服务区加油站员工，今年24岁。
值班时突然倒地不起，四肢颤抖。同事慌忙拨打120并向
高速交警报警求助。由于送医及时，经过医护人员的救
治，病人脱离生病危险后民警才放心离开。7

本报讯（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通讯员 杜传忠）
5月 23日，记者来到睢县河堤乡韩营村看到，道路洁净，
绿树成行，红黄花草点缀其间；竹篱笆、白围栏规整了农
家房前屋后；文化墙替代了残垣断壁，形象的宣传漫画
和扶贫政策，引来人们驻足观看；楼房鳞次栉比，庭院里
花开四季，凸显了小村的别样风情。

韩营村在睢县、宁陵和柘城三县交界，俗称“三不
管”，地理位置偏远，经济发展滞后,多数男青年娶不上
媳妇,村里上访告状的多。

脱贫攻坚三年，如今的韩营村大变样。今年 3月 3
日，韩营村是睢县第一天被国家的评估验收抽到的贫困
村，顺利通过第三方评估验收。考核组人员说，没想到
这么偏僻的小村庄却有四家小微企业，不仅接纳了村里
全部贫困人口，而且临近村庄的人也到村里务工。

“过去，我们出外打工，是因为家里穷又乱，现在，村
里条件好了，我们回来办厂子，是让自己兄弟姐妹不再
像我们一样在外漂泊，不出家门能挣钱。”外出务工青年
罗礼坤带着多年在江苏务工积累的资金和生产技术，返
乡注册成立了睢县西月电子有限公司，在自家村庄的村
头建起了生产车间，开始了电子条的加工生产。

驻该村第一书记高磊告诉记者，现在村里不仅有西
月电子，还有伟杰养殖合作社蚂蚱养殖合作社、养鸭专
业合作社、鞋材加工等小微企业，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
收不用愁。7

“角落村庄”悄然蝶变

小伙突发疾病
民警紧急救援

在 这 里 拍 完
片，县级专家
给看病，我们
既不用往县里
跑，还省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