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强大

动力，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

展思想的务实之举，也是回应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

有效之举。1月 24日，商丘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挂牌成立。

这意味着商丘市市场监督管

理各项业务从此乘上改革快

车。近 5个月来，全市市场监

管业务从整合迈向融合，并初

步探索形成一体化、全过程、

高效能的市场监管机制，实现

了 1+1+1>3的社会效果，助推

经济高质量发展。

□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本报通讯员 刘陶

走进商东外国语实验学校，到处充满着
孩子们的欢声笑语。踏进学校食堂，干净明
亮，200余个摄像头让食堂每个角落都清晰
可见。来到后厨，操作间、留样间、洗刷间、
冷库保鲜库等一应俱全，更让人称赞的是一
个菜墩、一把菜刀都要“荤素”分开……

据悉，商东外国语实验学校已经实行
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岗位职责、制度建设、
操作规程、品质监管“六位一体”管理模式，
形成了从采购、贮存、粗加工、餐用具清洗
消毒、加工操作、过程控制等各环节环环相
扣的链条式食品安全风险防控管理体系，
切实保障了在校师生饮食安全，成为全市
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学校。

校园食品安全问题关系到广大学生的
健康成长，也牵动着亿万家长的神经，得到
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为此，商丘市高度
重视学校食堂食品安全工作，按照“跳出餐
饮环节抓学校食堂食品安全质量提升”的

工作方针，全面加强学校食堂餐饮食品安
全监管工作，不定期开展学校食堂专项检
查、整治行动，根据学校食堂经营性质的不
同，实行分级分类加强日常监管。自 2016
年起，商丘市还在全市范围内全面部署开
展学校食堂“互联网+明厨亮灶”建设工程，
按照学校所在辖区逐步推动不同形式的明
厨亮灶建设，重点推进“互联网+明厨亮灶”
建设。

在商丘隆世达实业有限公司的“三品
一标”种植基地，600余亩的包菜绿油油望
不到边，这些新鲜蔬菜正在被分拣打包送
往和谐中央厨房，最后送到学生们的餐桌。

这是商丘隆世达实业有限公司（懂菜
网）建立的一种从种植（到分拣中心）到中
央厨房、托管学校食堂“三位一体”的学生
餐模式，也是商丘链条化食品安全管理典
范。食材检验分拣后精准配送至中央厨房
和托管学校，中央厨房对食材和成品再检

验，完善全方位立体检测体系。利用“种植
基地+中央厨房+学生餐桌”的模式，建立
食品安全全程追溯系统和中央厨房食品安
全关键风险点控制体系，真正实现了从农
田到学生餐桌精准配送、餐饮食材安全质
量从农田源头到餐桌全过程无缝隙监督管
理体系。

示范引领带动，以点带面推广示范单
位的典型经验和做法，形成点、线、面相结
合的立体式、多层次、全方位、全业态的学
校食堂食品安全示范群体，促进了学校食
堂食品安全整体质量提升。

学校食堂食品安全是一个长期性工
作，商丘市将针对薄弱环节，总结工作经
验，紧盯问题导向，明确主体责任，改进工
作方法，创新工作思路，完善工作机制，加
大执法力度，落实监管措施，切实保障学校
食堂食品安全。7

本文图片由商丘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

“原来开个公司光办手续都非常麻烦，一
个部门一个部门跑，费时费力不说，还要看人
脸色。现在方便多了，在网上提交手续，等一
个工作日，营业执照就下来了，还给邮寄到
家，一趟都不用跑。改革就是好，百姓办事越
来越方便。”6月 10日，前往商丘市行政服务
中心拿营业执照的群众王先生说。

王先生长期从事建筑工程工作，随着业务
的发展壮大，准备成立自己的公司，在了解了
相关手续之后，他便在网上提交所有资料办理
营业执照。一个工作日营业执照便办好了，接
到工作人员的通知后，他没有让工作人员邮
寄，今天正好去办事路过此地，便自己来拿。

商事制度改革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当头
炮”，是服务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先手
棋”。近年来，商丘市认真落实“放管服”改革
要求，以深化商事制度改革为重点，在更深层
次、更大范围内推进简政放权优化服务，将企
业开办时间压缩到 3个工作日内。深化“多
证合一”改革，对 35个证照事项整合、融合、
更新，实现动态更新管理。全面实施“证照分
离”改革，对106项涉企行政审批事项按直接
取消、改为备案、实行告知承诺、优化准入服
务等四种方式进行改革。大力推行注册登记
全程电子化不见面审批，实现随时随地、全程
无纸化、零见面办理营业执照，工商注册登记

“线下最多跑一次、线上一次不用跑”，“一网
通办”前提下“最多跑一次”的改革目标全面
实现。截至 5月，全市共登记各类市场主体
409624 户，同比增长 19%，居全省第 4 位，
黄淮四市第1位。

质量一直是老百姓关注的热点，具
体落实到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关
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商丘该如何
守好质量这扇安全大门，让消费者对各
类产品质量充满信心呢？

“我们要主动当好全市质量提升的
排头兵，打好质量提升攻坚战，加强产
品质量监管，加快推动商丘制造向商丘
创造、商丘速度向商丘质量、商丘产品
向商丘品牌转变。”商丘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党组书记马索义说。

质量兴则商丘兴，质量强则商丘
强。商丘积极发挥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
抓总的作用，强化质量宏观规划，制订印
发《商丘市质量提升行动实施方案》等，
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为融入“一带
一路”建设和“三区一群”战略，推动商丘
产品“走出去”，商丘围绕全面提高供给
质量，制定发布装备制造业、消费品标准
和质量提升规划，在制冷设备等 4个重
点产品（产业）和民权县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等4个产业集聚区开展质量提升行
动。如今，民权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创建了国家级产品质量提升示范区，睢
县、夏邑县、虞城县3个产业集聚区创建
了省级产品质量提升示范区。

此外，商丘有关部门还先后开展了
“质检利剑”、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
行动等行动，实现了日常市场监管“双
随机、一公开”全覆盖。

围绕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
术产业、区域支柱产业和地方特色优势
产业等领域，规划筹建一批国家级、省级
检测中心，提升计量、标准、认证认可、检
验检测技术能力。积极推进县级检验检
测机构整合，推动纤维检验向非棉领域
改革发展。目前商丘已建成国家级质检
中心3个、省级质检中心4个，在建的省
级质检中心 5个，完成了全市产业集聚
区检验检测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全覆盖，
被评为全省“十二五”科技质监工作先进
单位，综合检测能力在全省领先。

保驾护航——多方协作让学生吃上放心餐

借“质”发力——
强化产品质量监管提质量

改出活力——
深化商事制度改革优服务

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指导企业办理全程电子化营业执照

隆世达实业有限公司的“三品一标”种植
基地，600余亩的包菜绿油油望不到边

商东外国语实验学校学生在干净明亮的食
堂内食用健康可口的学生餐

“实验室开放日”，企业技术人员到商丘
市检测中心参观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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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本报通讯员 袁国豪 聂政

“说起来真得感谢孙书记，要不是他，我们的庄稼
就完了。”6月 14日，提起收麦时发生的一幕，永城市
茴村镇李楼村贫困户訾学中激动地说。

訾学中所说的孙书记是永城市政府办驻茴村镇李
楼村扶贫“第一书记”孙圣华。今年麦收时节，该村村民
却一直找不到收割机。6月3日，孙圣华突然看到永城市

“三夏”工作指挥部发布的一条紧急通知：“据气象部门预
报，我市6月5日夜至6日将有大到暴雨并伴有大风，极
易造成小麦倒伏，尤其对小麦收割十分不利……”

孙圣华的眉头立刻皱了起来，村里900多亩小麦开
镰在即，7户贫困户和其他群众的小麦如何颗粒归仓？

雨情就是命令！孙圣华立即和村“两委”商议，经过
一番周折，终于联系上安徽省萧县的4台联合收割机，谈
拢价格，约定6月5日进村割麦。随后，他带领驻村扶贫
工作队为每户贫困户送去200元“三夏”帮扶资金。

6月 5日一大早，随着一阵轰鸣声，联合收割机如
约而至。孙圣华帮助 4名农机手分别确定收割地块，
并特别叮嘱，优先收割贫困户的小麦。联合收割机在
金色的麦浪间纵横驰骋了一上午，战果颇丰。全村小
麦收割近半，其中 7户贫困户的小麦有 5户已经颗粒
归仓。突然又一条紧急通知传来——夜间大到暴雨。
孙圣华立即通知大伙儿，尽最大努力抢收小麦。

建档立卡贫困户王得风今年81岁高龄，是独居老
人，身子骨还算硬朗，但有些驼背，已干不了农活，2亩
小麦尚未收割，这几乎是他全年的重要收入来源。

“不能让贫困户受损失，不能让群众一年的辛苦白
费。”孙圣华说罢，便和该村党支部书记张兴安走进老
人麦地帮其收割。

联合收割机的卸粮筒开启，金黄的麦粒顷刻间倒
进三轮车内。王得风赶紧抓一把饱满的麦粒笑着说：

“比往年的收成都要好，一亩地能产1000多斤呢！”
路旁的贫困户看到这一幕忍不住夸赞：“孙书记真

负责，为俺村修路，搞种植、养殖，还帮俺们贫困户收麦
子，真是大事小事都操心。”7

不能让群众
一年的辛苦白费

夯实基层党建 奏响富民强村“奋进曲”
□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本报通讯员 王支援

6月 12日，记者来到虞城县乔集乡刘楼
村采访。甫一入村，便发现很多村民家门口
都贴有醒目的“共产党员红旗户”标志牌。
阳光下，这些红灿灿的标志牌分外夺目。

“这一看就是共产党员之家，不仅是在刘
楼村，全乡所有村的党员家门口都贴有这样
的标志。一是村民自身觉得光荣，二是更能
让他们以党员的身份时时严格要求自己，起
到模范带动作用。”乔集乡政府组织干事耿胜
斌告诉记者，这些户是结合全乡开展的“五面
红旗村”评比，评选出来的村级红旗户、星级
文明户。

一个党员一面旗帜，一个支部一个堡
垒。为夯实基层党建，该乡积极开展“党
员+”“党支部+”等基层党建活动，深化党建
与产业融合发展，着力引领乡村振兴。

“五面红旗”激发党群活力

在刘楼村村部，记者看到墙上悬挂着两

面红旗。“我们是每半年评比一次，俺村这回
只得了这两面旗。”该村支部书记刘存义说，

“我们正在带领全村党员群众撸起袖子加油
干，争取把五面红旗全拿到，让群众都过上
幸福生活。”

2018 年年初，乔集乡积极学习借鉴兰
考经验，在全乡 18个行政村组织开展以争
创“脱贫攻坚红旗村”“基层党建红旗村”

“产业兴旺红旗村”“美丽乡村红旗村”“乡
风文明红旗村”为主要内容的“五面红旗”
争创活动，并结合各项工作的重点任务和
目标要求，分类制定“红旗村”的具体标准，
每半年进行一次评分考核。每获得一面红
旗，村党支部书记每人每月工资上调 200
元，村委会主任上调 150元，其他村干部上
调 100元。此举极大地激发了党员干部干
事创业的积极性，激发了农村发展内生动
力的新一轮“变革”，推动农村基层党组织
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把涣散的党组织全部替换掉，注入新
鲜血液，提升组织的战斗力。现在我们所有
村委班子成员可以说全是精英，光30岁左右
的村支部书记就有 6个，村委成员大多具有

大中专以上学历，还有的是致富带头人，可
以很好地带动乡村发展致富。”该乡党委书
记王琪说。

新时代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党建引领是
根本，让老百姓有获得感是核心。让支部强
起来，让干部干起来，在发展实践中提升服
务本领，加快脱贫致富奔小康进程。

党员带头开拓致富“新天地”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
的目标”——乔集乡党委一班人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的教诲，在抓党建强基础的同时，全力
发展产业，促进乡村振兴又好又快发展。

地处黄河故道的虞城县乔集乡是远近
闻名的苹果之乡，苹果产业发展的风生水起
的同时，另一特色产业也悄然兴起。

“我们乡的工程机械是别的地方都没有
的，就这一个铁疙瘩成了致富的‘金疙瘩’。”
王琪笑着说。

该乡大朱寨村地少人多，一度是全乡最
贫困的村子。20多年前，在建筑工地打工的
村民陈玉龙看到工程机械挣钱快，就拿出在

外打工的一点积蓄，找门路跑贷款、东拼西
凑买回一台二手挖掘机，成了村里第一个吃
螃蟹的人。不到两年的打拼，陈玉龙不仅还
清了贷款和欠账，还添置了新的机械。看到
可观的经济效益，朱寨村党员干部积极跑市
场，摸行情，筹资金，带头搞投资，经过近 20
年的努力，大朱寨村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工
程机械村，也是乔集乡最先靠发展工程机械
富起来的村子，全村40%的家庭从事工程机
械相关产业。

有了大朱寨村的致富经验，越来越多的
乔集人玩起了“铁疙瘩”，乔北村村民刘进哲
就是其中一人。刘进哲原先在无锡打工，
2018年他买回一辆二手压路机，加入朋友在
拉萨的车队，一年收入十六七万元，超过以前
在外打工两三年的收入。今年3月，他又贷款
筹钱47万元，买回一辆新车。“照这样发展下
去，我们很快就可以把贷款还上，下面就是更
大的利润了”刘进哲信心满满地说。

如今，乔集乡已有近 5000辆挖掘机、铲
车等工程机械，遍布西藏、云南、贵州等地，
呈强力发展之势，成为乔集乡新的经济专
柱。7

□ 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本报通讯员 黄业波

6月 12日，记者在睢县涧岗乡韩吉营村中良花木
专业合作社苗圃园里，见到了正在查看花木长势的韩中
良。20年前，韩中良退休后痴迷于花木种植，在捞到第
一桶金后，当地群众给他起了个绰号——“韩百万”。

据悉，1999年韩中良先后在北京、烟台、泰安等地
学习考察，了解到107杨生长快、病虫害少。“学成归来”
的他拿出自己工作30年的积蓄和贷款来的30余万元，
在董店乡罗楼村承包了200亩地，开始了花木种植。

“后来县城进行产业规划，我的地在规划区内，所以
就搬回家来发展，并培育和引进了一批前景看好、效益
明显、风险较低的绿化苗木。2014年，我还成立了中良
花木种植专业合作社，现在发展社员100多人，种植面
积1000多亩，种植的栾树、楸树、玫瑰红紫薇、大叶女贞
等苗木，大多销往陕西、河北等地。”韩中良说，合作社年
收入大概360万元。2016年，又成立了中良花木种植
协会，发展会员200多人，辐射睢县、杞县、民权县等县
域内乡镇30多个，种植面积5000多亩。

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振兴，因为没有产业就不会
吸引人才，就不会有乡村振兴。韩中良告诉记者，想让
群众致富就得发展产业，所以愿意把自己的种植技术传
授给村民，带着他们一起种植花木，把韩吉营村的苗圃
基地做得更大，形成花木观赏休闲旅游基地，能为当地
群众打开致富的路子。7

“韩百万”的致富路

本报讯（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6月 10日上
午，商丘金世纪广场人潮涌动，群众驻足而立观看现场
展出的安全宣传板。这是商丘市组织三区及市安委会
各成员单位等在此举行的“安全生产月”宣传咨询活动，
旨在进一步普及安全知识、提高群众安全意识，营造安
全发展的氛围，推动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

据悉，今年 6月是第 18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
题为“防风险、除隐患、遏事故”。本次活动设立咨询台
40余个、展板 120余张，派出专业咨询员 200多名，吸
引社会各界 4000余人参加。商丘市将通过认真抓好
以案促改工作，加大安全生产宣传力度，积极开展应急
演练和“网上安全生产中原行”活动，通过警示教育，不
断营造安全生产氛围，提高全民安全意识，宣传好安全
生产各级各类法定责任，切实督促企业履行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各监管单位要切实履行法定监管责任，进而
带动全社会重视安全生产工作。7

商丘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

图片新闻

商丘着力推动市场监管体制改革，优化市场环境

让改革红利更惠民

6月 10日，宁陵县乔楼乡辘轳湾村农民给鲜桃装
箱外运。今年，该村党支部引导农民采用无公害栽培
模式、发展6月桃喜获丰收，现以打入上海、北京、郑
州等城市超市，每亩效益在6000多元，农民靠发展鲜
桃逐步走上致富路。7 吕忠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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