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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县紧抓扶贫“牛鼻子”

产业架金桥 畅通致富路

白墙灰瓦，小桥流水，芦苇伴着微
风荡漾，走进绿洲街道办事处任庄村，
一幅江南烟雨图跃然眼前，“水美乡村”
果然名不虚传。

“我们地处黄河故道南岸，北靠黄
河故堤，毗邻黄河故道民权境内的三颗
明珠湖泊之一——鲲鹏湖，水资源可谓
得天独厚。正是因为守着这么好的资
源，我们才能发展起来具有特色的乡村
旅游。”任庄村村主任高强说。

为发展乡村旅游，任庄村以水为
媒，高规格规划，高起点建设，做大乡村
旅游产业。聘请了省规划设计院进行
整体的科学规划，后借力各项惠农政策
的实施，开始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生态景观河、高标准停车场、水上乐园、
欢乐谷游乐场、美食街等游玩项目和配
套服务设施全部建设起来。

“俺村是闻名的旅游村，来玩的人
多得很。我们把自己房子改造改造，搞
起了农家乐。平常生意还可以，旺季的
时候，每天楼上楼下都能坐满桌。”村民
武永梅笑着说。

高强接过话茬道，她家三层的楼
房，两层改成了饭店，随着乡村旅游的
发展，来此游玩的游客络绎不绝，她的
收入越来越多，生活质量也越来越好，
门口的大众和奥迪车都是她家的。

在任庄村，很多村民和她一样，进行
旧房改造和重建，发展农家乐，宜食则食，
宜住则住，宜商则商，形成了产业多样、多
元化发展，让游客待得住、留得久。当地
政府为提升全村服务理念，还组织村民代
表参加旅游管理和从业人员业务培训，学

习特色菜品制作、农家乐管理、接待礼仪、
食品安全等方面的知识，提升村民从事乡
村旅游专业技能和水平。

如今，该村 12户贫困户全部脱贫，
大部分村民盖起了小洋楼，开上了小轿
车，走出了一条“扶贫+乡村生态旅游”
的创新之路。

近年来，该县充分发挥第三产业
“补充”作用，重点擦亮旅游扶贫和电商
扶贫“两大品牌”。利用紧邻明清黄河
故道生态旅游资源优势，打造一批像任
庄村“水美乡村”生态乡村旅游工程，为
群众带来可观收入的同时，也让大家的
思想观念不断转变，达到扶贫、扶智、扶
志的目的，让群众真正吃上旅游饭，共
享旅游红利。人和、王庄寨等乡镇都发
展了农业特色产业，向着实现富民强镇
（乡）的目标迈出了坚实脚步。

同时，该县依托全国电子商务进农
村示范县优势，设立农村淘宝电子商务
服务站点 70个、云书网电子商务服务站
点 9个，“旺农贷”授权点 49个，今年为
全县种植养殖户、贫困户发放无抵押贷
款 2678 万元，直接带动贫困人口电商
创业及就业达到 500余人，发布农产品
供求信息 26000余条，电商扶贫助推脱
贫攻坚成效初步显现。

目前，该县 129 个贫困村全部实现
了脱贫退出。建档立卡人口 26455 户
84319 人 ，其 中 脱 贫 人 口 24974 户
80429人，未脱贫人口 1481户 3890人，
贫困发生率降至 0.44%。通过夯实一
产，做强二产，拓展三产融合，民权县正
逐渐踏上一条特色乡村振兴之路。8

本报讯（记者 王平 河南
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 通
讯员 孟凡领）8月 13日，记者
获悉，为严禁违规操办“升学
宴”“谢师宴”，商丘市纪委监
委下发通知，要求全市广大党
员干部要严格遵守廉洁从政
的各项规定，坚决做到“五个
严禁”：即严禁借子女升学之
机敛财；严禁违规组织、参加
各种名目的“升学宴”“谢师
宴”等活动；严禁以升学、谢师
为名违规赠送、收受礼品、礼
金、有价证券、微信红包及其
他电子礼金、礼券等；严禁使
用公款或由管理服务对象承
担应由个人支付的子女学习
及其他费用；严禁使用公车或
借用管理服务对象车辆送子
女上学、外出旅游等。

同时，把整治“升学宴”
“谢师宴”作为暑期执纪监督
重点，积极开展监督检查，畅

通举报渠道，通过公布监督电
话、邮箱，发动群众监督举
报。各级纪委监委党风政风
监督管理室工作人员深入各
酒店、饭店（农家乐）等场所进
行明察暗访，着力发现问题线
索。对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
顶风违纪操办或参加“升学
宴”“谢师宴”的，将实行“一案
三查”，既严肃追究当事人责
任，又严肃追究相关党组织和
纪检组织责任。

“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要强化监督检查，严肃查处
党 员 干 部 违 规 组 织 和 参 加

‘升学宴’‘谢师宴’等问题，
特别是对以敛财为目的，故
意‘化整为零’、分批分期操
办、有意规避监督检查的，将
从严查处，做到发现一起，查
处一起，通报一起。”商丘市
纪委副书记、市监委副主任
李治平说。8

本报讯（记者 王平 河南
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 通
讯员 张伟）8月 13日，记者获
悉，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新时
代党的组织路线，商丘市睢阳
区聚焦“三力”着力培养忠诚
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少数民族
干部，为打造高素质执政骨干
队伍提供坚强组织保障，为民
族团结提供坚实力量。

挖潜力，储备力量。在全
区开展优秀年轻少数民族干
部调研，建立优秀少数民族干
部人才库，定期对他们的学习
态度、政治素养、工作能力等
进行全面了解，优胜劣汰，作
为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储备干
部的重要途径。

提能力，培养锻炼。坚持
少数民族干部与其他干部同
计划、同培训、同管理。通过

培训，重点提高少数民族干部
的政治理论水平、治理能力和
开拓创新能力。把一线历练
作为少数民族干部成长的“快
车道”，把乡村振兴、脱贫攻
坚、重点项目建设等主战场作
为培养锻炼少数民族干部“大
课堂”，引导干部在一线锻炼。

激活力，严选敢用。把少
数民族干部配备工作纳入全区
干部工作的总体规划，以区乡
换届、机构改革、缺职补职为契
机，注重对少数民族干部的选
拔任用。同时，有计划地对少
数民族干部进行多岗位历练，
增长其处理问题的能力和治理
能力，并在脱贫攻坚一线和急
难险重任务中考察识别干部，
大胆选拔任用有信念、有思路、
有激情、有办法、有担当的少数
民族干部。8

本报讯（记者 王平 河南
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8月
11日，商丘市举行首届优秀文
艺人才颁奖典礼，王小楼、王
柏茼等 10人获文艺终身成就
奖。

据悉，为深入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
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认真落实中央、省、市《繁荣
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实施意
见》，加强文艺领军人物和拔尖
人才的培养，推出一批有影响
的商丘文艺名家，商丘市委宣
传部在全市范围内举行了首届
优秀文艺人才评选活动。此次

评选活动得到了全市文艺界的
大力支持和踊跃参与。参加评
选的范围包括文学、戏剧、影
视、音乐等艺术门类的人才以
及社会文化学者。

经过资格审查、专家评
审、研究审定等程序，王小楼、
王柏茼、王根柱、任金义、刘正
义、刘宗武、孙民、李永胜、夏
登路、黄爱菊等 10 人获文艺
终身成就奖；王保成等 20 人
被评为优秀文艺家；马蓓等25
人获得“杰出文艺人才”称号；
杜星星等 7人获得“商丘文艺
新星”称号；朱昆良等 52人获

“商丘文艺贡献奖”。8

□本报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
本报通讯员 王辉

铁塔巍峨耸立，银线飞跃高悬，现代
化的变电站宛如明珠镶嵌在豫东大地。

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放，各式各样
的泛光灯、街灯和霓虹灯把豫东装扮得多
姿多彩。这一切，离不开供电人的智慧和
汗水，离不开他们精心构筑的和谐智能化
电网。

8月 14 日，记者获悉，随着 110 千伏
梦蝶变电站一号主变的充电成功，国网商
丘供电公司 110 千伏及以上变电站已达
100座。自 1980年商丘首座 110千伏变
电站投运起，在一代代商丘电力人的不懈
努力下，商丘电网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为
千家万户送去光明，为高质量发展提供

“电力引擎”。

稳步发展为经济腾飞“添翼”

“电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晴雨表’。只

有建好电网，才能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
服务。”商丘供电公司总经理景胜说。

多年来，为满足不断增长的社会用电
需求，商丘供电公司高度重视电网建设，
将电力设施布局纳入地方规划，提前做好
电网发展规划，做到电网规划与城乡建设
规划同步，电网建设步伐与经济发展同
步，配网布局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同步，
日益坚强的商丘电网，为商丘产业转型、
新型城镇化推进、高铁核心区建设、古城
开发等提供了不竭的供电保障。

而在40年前，商丘才有第一座110千
伏变电站——宁陵变电站，并开始由河南
电网向商丘供电。随后，通过大规模的城
乡电网建设与改造，进一步改善了城乡电
网结构，彻底解决了电力设备陈旧老化、

“卡脖子”、农村用电困难和发展滞后等一
系列问题，并且在全省率先实现了“两改一
同价”，为商丘经济社会发展铺平了道路。

尤其是“十二五”以来，商丘供电公司
更加重视电网建设和发展，电网年投资额
也屡创历史新高，商丘电网规模、供电能
力及安全运行能力都得到大幅提升。目

前，商丘境内共有 110千伏及以上变电站
100座，其中，220千伏变电站 21座，110
千伏变电站79座。

智能用电让群众过上“美好生活”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深入推
进，智能家电、智能交通、智能城市建设
不断发展，经济社会对电力的依赖度越
来越高，建设坚强智能电网显得越来越
至关重要。

“自 2013年起，商丘境内所有新建变
电站均采用智能化设计，电网智能化水平
得到了显著提升。”商丘公司建设部负责
人介绍。

商丘智能电网规划早、起步早，2011
年 7月，商丘“十二五”电网智能化规划通
过省公司评审。该规划构建了发电、输
电、变电、配电、用电、调度环节和通信信
息平台“六环节一平台”的全面智能化体
系，为商丘“十二五”期间电网智能化建设

“设目标，理项目，定盘子”。
智能电网规划有了，但智能电网具

体怎样建、将来建成什么样，对商丘公司
广大建设者来说，仍是一个未知数。于
是，2011年 11月，该公司组成由基建、规
划、设计等部门人员参加的智能电网学
习考察团，远赴江苏无锡，对智能电网建
设进行“取经”，极大地开阔了电网建设
相关人员的视野，拓展了规划、设计、建
设工作思路。2013 年 8 月，商丘首座智
能变电站——110千伏诚信变电站投运；
2014年 1月，商丘首座 220千伏智能变电
站——220千伏泉水变电站投运。随后，
商丘电网智能化进程不断加快。目前，在
商丘 100座 110千伏及以上变电站中，智
能化变电站已达51座，电网智能化水平得
到显著提升。

如今，随着国网公司“具有中国特色
国际领先的能源互联网企业”新战略目
标的全面实施，商丘供电公司正肩负“为
美好生活充电，为美丽中国赋能”的使
命，奋力前行，不断加快电网建设，促进
商丘电网更加坚强化、智能化，为经济社
会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提供更加强大的
动力保障。8

绘铁塔银线 铸电力“引擎”

“五个严禁”向“升学宴”说“不”

睢阳区

强化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

商丘市

评选首届优秀文艺人才

□本报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
本报通讯员 张增峰

摘掉“穷帽子”，少不了

产业支撑；乡村振兴，离不开

产业兴旺。在这场脱贫攻坚

战中，各地产业扶贫百舸争

流，民权县也不甘示弱，瞄准

精准，注重长效，紧抓产业扶

贫“牛鼻子”，走出了一条培

育特色产业、创新发展模式，

助力群众“脱真贫、真脱贫”

的致富路。

8月 12日，记者深入民

权县，近距离观察一个贫困

县如何依靠产业实现精准扶

贫，在脱贫攻坚伟大战役中

走在前列。

“我们这不用到市场卖，光搞采摘就
卖光了。47个大棚，有火龙果、桑葚、吊
瓜，还有多肉植物，这个扶贫基地带动了
198户贫困户 534人贫困户人口实现脱
贫致富。”在民权县绿洲街道办事处高效
农业园扶贫基地，办事处管区干部李宏
告诉记者。

记者看到，骄阳下，一座座大棚分列
两侧，棚内，红色的火龙果挂在树上，桑
葚已到了第二茬，由于下了一夜的暴雨，
棚内有些积水，几名村民正忙着往外排
水，以免积水影响瓜果的生长。

“这个基地建立后给我们提供了发
家致富的机会，我承包了 3个大棚发展
多肉植物，收益挺好，原来我妻子自己
干，现在我也来帮忙。”民权县孙六镇老
郝集村村民郝泉森笑着说。

据介绍，该扶贫基地年产值 200 多
万元，198 户贫困户以产业扶贫资金入
股，每年享受不低于 800元的分红。此
外，平常在此打工的村民和贫困群众就
有四五十人，每人每天工资七八十元，让
群众享受分红的同时，还能实现家门口
就业。

除绿洲街道办事处外，双塔镇按照
“因村制宜、因户施策”的原则，引进了大
棚芦笋种植项目，利用产业到户项目投
资462.4万元建设日光大棚578座，覆盖
了秣坡、牛牧岗等8个行政村578户贫困

户，实现贫困户一户一棚；白云寺镇采用
“公司+基地+贫困户”的种植模式，对
270万元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进行股权量
化，通过流转贫困户土地、贫困户固定收
益等方式有效增加贫困户收入，已带动
540户贫困户1657人脱贫致富……

哪里产业发展得好，哪里扶贫的效
果就突出、后劲就充足。该县在产业扶
贫上，注重“精准”，不搞“一刀切”，结合
贫困村贫困户的发展特点和种养习惯，
因村制宜、因户施策，实施的产业扶贫项
目接地气，具有生命力。如今，“南葱北
菌西笋东菜中万棚”的产业扶贫“大格
局”已经形成，以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
农民或成为土地、资金、技术等量化资产
入股的“老板”，或成为不出家门的“产业
工人”。

为激发群众内生动力，确保贫困群
众实现稳定脱贫，该县还出台了相关政
策文件，对贫困农户发展种、养、加、经营
等致富产业给予政策奖补。对种植经济
作物增收效果明显的，每年每亩奖补
100元；对养殖能繁母猪 1头以上、生猪
5头以上、肉牛 2头以上、肉羊 7只以上，
每户每年奖补 1000 元；对发展家庭作
坊、商店超市、商品经营、加工制作等经
营活动，年利润在 10000元以上的奖补
1000元，已发放各类产业补贴资金3000
余万元。

“一座大棚”富百姓 旅游扶贫惠农家

8月 13日，游客在夏邑县龙港湾田园综合体葵花基地玩
耍。8 夏天 摄

本报讯（记者 王平 河南
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 通讯
员 张伟）8月16日，记者获悉，
在全省第五次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推进会议上，商丘市等8
个省辖市被评为全省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先进市，永城市、夏邑
县等22个县（市、区）被评为全
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先进县。

自 2018年商丘市启动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以
来，各级各有关部门把开展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作为乡村振兴
的首场硬仗来打，建立健全城
乡一体化垃圾收运处置体系，
实施农村垃圾全域治理，全市
98%以上的村庄垃圾得到有效
治理。因村制宜科学选择改厕

模式，坚持政府主导、群众主
体，实施整村推进。目前，全市
已改厕85万多户，改厕数量和
质量位居全省前列。同时，认
真学习借鉴浙江“千万工程”经
验，突出抓好 180个省级示范
村和近千个市、县级示范村创
建，打造了一批不同类型的美
丽生态宜居村庄，示范带动全
市所有村庄推进道路硬化、绿
化、净化、美化等工作，全市村
庄面貌和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
善。6个村获“全国美丽休闲
旅游乡村”称号，17个村获“省
级乡村旅游特色村”称号，民权
县人和镇、柘城县牛城乡、示范
区贾寨镇被命名为全省第一批

“美丽小镇”。8

商丘市

获评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先进市

▶民权县双飞庄园的葡萄特色
扶贫产业已初步形成规模效应和品
牌效应，给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
益。8 薛皓 摄

下图下图 民权县龙塘镇吴堂村鹏远家庭农场民权县龙塘镇吴堂村鹏远家庭农场，，通过发展大棚种植产业来带动贫困户通过发展大棚种植产业来带动贫困户
和群众增产增收和群众增产增收，，最终实现脱贫致富最终实现脱贫致富。。88 薛皓薛皓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