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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本报通讯员 许世峰

8月 9日中午 1时 15分，民权县纪委监
察委驻孙六镇王楼村“第一书记”朱培帮着
贫困户祝道安扯好浇地的水管，上午的帮扶
工作才算结束。

2016 年 4 月，朱培第一次来到王楼村
的时候，村民们都对这位 30来岁的年轻干
部抱有疑问，觉得他是城里人，不懂庄稼地，
来了也是白来，最多在村里待几天，摆摆样
子。三年时间里，他身体力行把自己从村民
眼中的“城里人”变成了“自己人”。“有事找
朱书记”渐渐成了村民们的口头禅……

用脚步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深入农户调查是他开展工作的第一步。
白天走家串户，了解致贫因素，晚上回

到村委把了解的情况一一记录下来，分析原
因，制定帮扶措施。

“干好第一书记的关键是走进群众的心
里，与群众交朋友。”为了拉近与村民的距
离，朱培挨家挨户走访，家中没人，就到田

里；白天没人，晚上再去。他的脚步走遍了
村里的每一寸土地，经过一个月的走访，慢
慢地，村里人也熟识这位真干实干的“第一
书记”。

接下来的时间里，村民们实实在在地感
受到朱培书记给大家带来的实惠。新村委
和卫生室落成、村新华超市开业、村文化活
动中心硬化完成……一件件看似普通的小
事不断提升着村民的幸福感。

为帮助贫困户减轻负担，补齐王楼村发
展的最后一个短板，朱培为每一个贫困户建
立电子档案，划分等级，并实时更新，根据贫
困户实际情况为其量身定做脱贫计划，保证
每一名困难群众都能稳定脱贫。

打造一支“永不走的工作队”

朱培用他扎实可靠的工作赢得了村民
的信任，为他全力做好驻村工作奠定了深
厚基础。为充分发挥村党支部的凝聚力和
战斗力，打造一支能学善干的队伍。朱培
带头号召党员们亮身份、勇担当，多次组织
党员干部到贫困户家慰问走访，了解实际
困难，为贫困户打扫卫生、修缮房屋，带领

村干部和党员、贫困户一同学习相关扶贫
政策，研究王楼村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好方
法、好路子……

“以前想开会的时候就开会，没有定点
定时，小事书记、主任拍板就定了。现在不
一样了，每周二例会、‘三会一课’、党员民主
评议制度雷打不动。村‘两委’干部轮流坐
班，外出要请假，村里事情要集思广益，民主
商议。”王楼村党支部书记王文道也没有想
到，自己 30多年的工作方式竟然在朱培来
了之后，发生了巨大变化，也让村干部更加
积极主动工作了，一支“永不走的工作队”已
经悄然形成。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在朱培的
影响下，王楼村“两委”班子俨然已经成为带
领群众脱贫致富的“火车头”，为村民们办成
了许多实事、好事。

带领群众脱贫致富

“带领群众脱贫致富是我们‘第一书记’
的第一要务。”朱培擦着额头的汗水说。王
楼村村民大多以种植小麦、玉米等传统作物
为主，对特色种植项目“不感冒”，认为风险

大、麻烦多。为调整全村种植结构，提升农
业生产水平，朱培依托王楼村土地资源优
势，把土地作为脱贫致富和可持续发展的根
基，与村“两委”一起制定了“以传统种植为
保障，以果蔬种植特色项目为突破”的经济
发展思路。通过不懈努力，2018年年底，王
楼村一举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

眼下，正是豆角集中上市的季节，蔬菜
大棚里一片繁忙景象。贫困户胡永增早上
在大棚里采摘豆角，中午去县城销售。胡永
增今年种植了 3棚豆角、2棚西瓜、2棚马齿
苋，算下来稳赚上万元。胡永增兴奋地说

“大棚种好了，比之前在外地打工强多了！”
胡永增的大棚不仅给他带来了可观的

收入，更带动了王楼村的大棚种植产业。李
建华、史松涛等很多贫困户在朱培书记和村

“两委”的帮助下，相继建成了豆角、西瓜、葡
萄大棚，在老村委周围形成了一个大棚果蔬
基地。

为困难群众冬送炭火、夏送风扇，带领
村干部干事创业，帮助村民开辟新的致富途
径……像这样的“小事”还有很多，朱培用一
件件小事走进了村民心里，变成了村民眼中
贴心的“自己人”。8

从“城里人”到“自己人”
——记民权县纪委监察委驻孙六镇王楼村“第一书记”朱培

商丘

失信企业被列入诚信“黑名单”
本报讯（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8月10日，记者

从商丘市发改委获悉，上半年，共有61家守信企业和32
名守信个人被列入诚信“红名单”，127家失信企业和 17
名失信个人被列入诚信“黑名单”。各单位将对红名单主
体实施守信激励等政策，并对黑名单主体在出行、招标、税
收等方面实施失信惩戒措施，大力营造“守信光荣、失信可
耻”的社会环境，进一步提高全社会对诚信建设的关注度。

据悉，近年来，商丘市着力建设社会信用体系，从制
度建设、市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运行情况、联合奖惩机制
建设、重点领域专项治理、信用信息记录广泛应用和诚
信宣传教育等六个方面狠下功夫，制定了多项措施，加
快推动商丘市构建“让守信者一路绿灯，让失信者寸步
难行”的联合奖惩大格局，不断规范市场秩序，优化营商
环境，推动商丘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8

为客商做好服务，由硬
基础投入向软环境塑造转
变，这是睢县“东道主”待
客之道的内在要求，也是
推动招商引资工作高质
量发展的题中之义。

对于已落地的项目，
睢县实行“1+X”工作法
和“两个不接触”原则，为
客商提供“保姆式”服务。

即由 1 个服务单位和 1 名县
级领导牵头服务、多个职能部

门协调配合服务；项目投资方在征
地拆迁过程中不与村民接触、在办理
相关证照时不与职能部门接触。

腾润鞋业在温岭只是一个不起眼

的小企业，进驻睢县后，在县委、县政
府“保姆式”的扶持下，短短两年时间，
就发展为占地16.25万平方米，固定资
产投资6亿元，集研发生产、销售展示、
仓储物流于一体的标准化企业。

“三台制鞋产业园中许多中小企
业刚起步时资金困难，2018年一年，睢
县就帮助我们协调融资贷款 5000 多
万元，有力地支持了企业发展。”在谈
到睢县为客商提供的服务时，睢县三
台制鞋行业商会会长杨春林深有感
触。

优质高效的服务带来的项目建
设“红利”逐步显现，一个个项目正
在 不 断 刷 新 项 目 建 设 的“ 睢 县 速
度”。 足力健制鞋产业园项目今年

1月份动工，目前 54栋厂房已半数开
工建设，24栋职工公寓已全部开工建
设；雄安鞋业产业园项目今年 2月奠
基，目前 48栋基础设施建设已开工建
设 41栋……

据悉，2012 年，睢县县域综合实
力全省排序第 87 位；2016 年上升到
全省第 48 位；2018 年位居全省第 14
位……招商引资在拉动睢县经济增长
方面功不可没，睢县的开放型经济正朝
着高质量发展的道路阔步前行。8

睢县创新招商方式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

当好“东道主”款待“座上客”

2018 年以来，睢县共洽谈

招商项目 110 多个，其中，投资

额 5亿元以上的 8个；共签约规

模以上投资合作协议 78个，其

中投资规模较大的20个……

数据背后，反映出的是睢县

对外开放工作取得的显著成效，

折射出的是全县开放型经济向

好的发展趋势，这背后离不开睢

县推动招商引资工作高质量发

展的生动实践。

□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把招商引资作为发展经济的第
一抓手，把开放招商作为加快睢
县发展的主战略，以招商引
资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
高质量。

对于如何做好“东
道主”，睢县有着明晰
的蓝图和规划。

蓝图，是高度，
是格局。一张蓝图，
让睢县的对外开放工
作有了方向，让睢县的
高质量发展有了遵循。

以打造“中原鞋都”为
契机，打开睢县开放型经济
的大门，这是睢县经过缜密调研
后确定的发展路径。

2011年，睢县商务局成立6个招商分
局，打响了招商引资“百日会战”，吸引安
踏集团在这里“安家”。

2014 年，坚持“走出去”和
“请进来”相结合，强抓温岭
鞋业转移机遇，开展制鞋
产业集中招商活动。

2017 年 ，河 北 雄
安新区规划腾空出世，
睢县敏锐出击，当月
就成立 50 个招商小
分队，分赴雄安开展
招商活动。

“东鞋西渐”只是
这个中原小城开放型经
济的一个缩影，睢县的招
商引资工作由“鞋”起步，不
止于此。

在地域上以闽浙粤和长三角为重
点，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在格局上以制鞋
和电子信息产业为重点，以主导产业大招
商促进工业大发展；在效果上以质量和规
模为重点，推动总量扩张的同时更加注重
质量和效益。高质量招商，并不只是“招
来商”，更要“招好商”，这是睢县在实践中
探索出的高质量“招商之路”。

绘好一张图
做好顶层设计

正丰鞋机、远东鞋材、
汇丰商贸、康杰缝纫机、
汇友针车……8 月 7 日，
走进睢县三台制鞋产业
园，记者看到道路两旁制
鞋企业和配套企业鳞次
栉比。

这座产业园的建成还
要追溯到 2017年 4月河北雄

安新区“腾笼换鸟”之际。当时
当地的3000多家鞋企要向外搬迁，

一时间他们成为全国各地招商的“热

饽饽”。如何在各地竞争者中脱颖而
出，必须在创新招商方式上下功夫。

为创新招商方式，把更多的“座上
客”请来做客，“一把手”工程成了睢
县别出心裁的招商方式。睢县坚持
把招商引资作为“一把手”工程，各级
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带头招商，亲自谋
划，亲自接待重要客商，亲自参加重
大项目洽谈，亲自协调解决项目落实
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从 2017年起，睢县县委书记带队
多次赴雄安新区开展招商活动，举办

了三次招商推介会，共邀请 500 多家
制鞋企业负责人参会，这对于三台制
鞋产业园落户睢县起到了决定性的
作用。

除此之外，以商招商，加强与已落
地外来企业和客商的沟通联谊；中介
招商，与相关异地商会、中介机构加
强合作；活动招商，抓住产业研讨、高
层论坛、节会年会等关键节点，做好
宣传推介等不同招商方式也在推动
招商引资工作高质量发展中扮演了
重要角色。

睢县商务局成
立 6个招商分局，打
响了招商引资“百日
会战”，吸引安踏集
团在这里“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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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招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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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手中牌，创新招商方式

做好“东道主”，提供优质服务

左上图为4月9日，中国商丘睢县
中原鞋都国际鞋业高峰论坛期间，美国
利丰集团总裁Howard Herman在制
鞋流水线前实地查看产品质量

左下图为鸟瞰中原鞋都——睢县
本栏图片均为徐泽源 摄

党建促产业 党员带民富
□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本报通讯员 袁国豪 马倩

“6 亩桃子卖了 7 万多元，村级集体经济终于‘破
零’。”8月12日，刘成芳心里说不出的欢喜。

在此之前，陈湾村集体经济一片空白。2014年，刘
成芳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后，与村“两委”班子成员一起探
讨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思路和举措。何不围绕包
河河滩种植果树，利用清理庄盘和围村林发展绿色经
济？这一想法经过村“两委”干部的多次研究、磋商，最
终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

2016年，刘成芳自掏腰包带领村干部和群众代表赴
山东等观摩学习冬枣及油蟠桃种植管理运营模式。回
村后，经党支部会议提议、村“两委”会议商议、党员大会
审议、群众大会决议，决定采取村级集体经济组织非主
体参股模式，成立种植合作社，由村党支部和村民共同
持股发展高效农业，主要种植山东沾化二号冬枣和河南
省农科院培育的油蟠桃、中油21及黄桃新品种。

“村党支部提供交易平台，按斤抽成，记入村集体收
入。此外，技术专业队对栽植果树进行科学化管理，前
三年给种植户免费服务，三年后（果树已进入盛果期）对
每棵树收取修剪管理费用，除去队员的人工费用，剩下
的部分记入村集体收入。”刘成芳说，这种集体经济创收
的模式将帮助陈湾村彻底摘掉“空壳村”的帽子。

在刘成芳的带头下，几名村干部自掏腰包建立了占
地 6亩的 3个阳光温室大棚，并在省农科院专家的指导
下开始繁育冬枣苗和各品种桃树苗。2018年，又争取省
级扶持资金100万元，对原温室大棚进行了改造，完善了
基础设施，购买了3.3万棵果树苗。

目前，全村已治理空心庄、清理围村林地及废闲地
1000亩，种植冬枣260亩、各品种桃子700亩，繁育冬枣
苗15亩、桃苗15亩，入社群众达到了900人。下一步，陈
湾村将按照“一村一品、一户一业”发展战略，将旅游、观
光、采摘和经济林带等经营模式融合，把陈湾村打造成冬
枣基地、林果之村。同时，有效整合村内富余劳动力，培养
一批新型农民，提高农民收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8

睢阳区

农贸市场面貌改善
本报讯（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睢阳城区共

有9个农贸市场，不同程度存在脏乱差现象，价格也比较
混乱。”睢阳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李强说，自商丘“两城”
联创工作开展以来，城区农贸市场被列为工作重点之
一。该区采取多种措施，加大整治力度，现在不仅环境
卫生变好了，而且菜品价格也合理了。

为强化城区农贸市场管理，睢阳区充分发挥现代监
控设施的作用，让“天眼”走进农贸市场。由于农贸市场位
置分散，不利于集中监督管理，睢阳区数字化指挥中心对
各农贸市场采取全方位的数字监控，将300余路监控视频
实时回传至指挥中心大屏幕。通过大数据智能分析，及时
发现问题，并派单至有关单位及时整改，计入考核。

数字化监控不仅对农贸市场内部进行无死角监控，
还覆盖了农贸市场出入口、周边道路、停车场、公共卫生
场所等重点区域，并对所有生鲜门店实行一店一监控，
解决了农贸市场治理中的难点、痛点。同时，在每个农
贸市场的入口醒目位置安装了 65英寸的 LED显示屏，
让每个走进市场的市民对市场摊位及各门店的卫生状
况一目了然，不仅提升了农贸市场的卫生、秩序状况，还
规范了商户的经营行为，促使每个商户积极主动地参与
打造整洁规范的经营环境。

目前，睢阳区9个农贸市场及周边卫生脏乱差、游商
占道、车辆无序停放等问题已得到极大改善，该区利用
先进数控技术及数字化手段为商丘市“两城”联创工作
作出了积极贡献。8

图片新闻

《中国古代神话（二）》特种邮票首发 8月 6日上午，
中国邮政《中国古代神话(二)》特种邮票首发式在商丘市
燧人氏景区举行，发行的六枚邮票的首张“燧人取火”即
为商丘元素。

燧人氏发明了钻木取火，结束了远古人类茹毛饮血
的历史，开创了华夏文明的新纪元，被尊为燧皇，奉为
“火祖”。商丘，长眠着中华“火祖”燧人氏，供奉着“火
神”阏伯，是中国火文化的发源地，是中国火文化之
乡。8 王平 刘梦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