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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3日早上，60多岁的民权市民李
光兴走出家门，沿着民权县城清水河刚建好
的景观步道悠闲地散步。“以前这条河又脏
又臭，垃圾遍地，住在河边的居民整天不敢
出门。现在好了，水变清了，河岸两边栽树
绿化，出家门就进公园，太幸福啦！”说起身
边的变化，李光兴一脸的喜悦。

清水河是民权县城中心的一条河流，以
前由于城市基础设施不完善，污水直排河
中，逐渐变成了“臭水河”，附近居民苦不堪
言。在百城建设提质工程中，该县将水系生
态治理作为百城提质的重点内容，对城区清
水河、民生河、大沙河、秋水河等河道进行了
生态修复，对河道清淤疏浚、截污纳管、绿化
修复，经过治理，城区内河流面貌彻底改观，
黑臭水体得到消除，沿河绿化形成景观，成
为市民休闲游玩的新景点。

河道生态治理只是民权县百城建设提质
工程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民权县紧紧围绕贯
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时重要讲话精神，持
续以百城建设提质工程为抓手，以改善城市品
质为重点，结合文明城市创建，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新发展理念，着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城市治理能力，群众获得感明显增强、城
市影响力不断提升、社会公认度持续提高。

小区改造改出“新生活”

走进民权县新华书店家属楼，新刷的墙
漆、整齐的停车位，让小区面貌焕然一新，整
洁有序。

“我住这儿都几十年了，你看这整改的
多好，垃圾桶、供暖啥都配齐了，跟新小区一
样。”新华书店家属楼居民王女士笑着说。

老旧小区改造是现阶段百城建设提质
工程的重点任务，也是人民群众最为关切的
民生实事。民权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老旧
小区改造工作，今年对县委家属楼、酒厂家
属楼、冷柜厂家属院等6个老旧小区实施了

改造，共 19栋楼，涉及 584户，项目总投资
1650万元。目前县委家属楼和新华书店家
属楼两个小区已改造完成。

“城市提质”不仅体现在城市品质的提
升方面，更多地体现在旧城区的改造提升当
中，让老城区居民充分享受发展成果是“提
质”的应有之义，也是提升市民幸福感和获
得感的重要途径。

在实施老旧小区改造的同时，民权县全
面改造老城区基础设施。结合全国文明城
市（提名城市）创建活动，对市政道路、停车、
供暖、供气、供水等公用设施进行提升改
造。累计挖补罩面 8.1万平方米，施划停车
位1500多个，升级改造老旧公厕4座，更换
新型环保公厕 3座，对 26座老旧公厕内外
墙全面粉刷造白。

开展背街小巷弱电入地，解决空中“蜘
蛛网”问题。结合文明城市创建，拆除了不
合规的大型户外广告 60处，墙体楼顶广告
62处，净化了城市空间，进一步提升了城市
容貌。同时，对北区园北路两侧胡同及小康
街、文明街、煤炭街、贸易路西段等胡同街巷
进行改造，全面改善老旧城区居住环境。

除了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该县还按照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要求，不断加强城市
园林绿化建设，充分利用边角地块，建设街头
小绿地、小游园，对原有街头绿地、公园等进
行提升，并赋予其文化内涵，新建游园既突出
娱乐健身功能，又积极融入文化、艺术和教育
元素，建成了一批“出门进游园、散步闻花香、
抬头受教育”的街头小游园、小绿地。

绿色是城市版图的底色，城市绿化是城
市品质和形象的重要载体。一个个广场游
园、一块块绿地的“崛起”，基本实现了民权
居民“300米见绿、500米见园”。

成果惠民提升幸福感

社会事业是民生之本、和谐之基、发展
之需，特别是教育、医疗、公共服务更是老百
姓关注的重点，让发展成果更广泛地惠及民
生是政府的职责所在。

全面加快教育基础设施步伐。该县按
照初中服务半径不宜超过1000米、小学服务
半径不宜超过500米的标准，扩大城区义务
教育资源，着力解决“大班额”问题，今年建成

了民东新区第一初级中学新校区项目，开工
了民权县高级中学新校区项目，并计划新建
民权县祥和小学项目和改扩建民权县第五小
学项目，随着这些项目的建设和完成，将有效
解决城区大班额问题和学位不足问题。

实施人民医院新院区建设。县人民医
院新院区按照三级综合医院标准进行规划
建设，建设用地 196亩，建筑面积 23万平方
米，规划床位1500张。

建设工人文化宫、市民之家项目，进一步
完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全面推进足球场建设，按照商丘市下达的任
务，民权县承担足球场地建设任务14块，结合
实际，在规定任务的基础上，又增加规划选址
11块，共计建设25块社会足球场地。现已建
设完成21块，超额完成建设任务7块。

完善农贸市场和便民市场。新建了新
农汇农贸城，打造专业农贸市场，完善冷链
物流产业，并配套建设了 4个便民市场，让
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买到放心菜。

建成了民兵训练基地和国防教育基地，
为民兵训练和国防教育提供更好保障；建设
完成了保税物流园区，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
县域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今年 9月，民权县博爱路北延完成了路
面铺设，这条路穿越郑徐高铁，未来将再向
北延伸，直达正在建设中的民权通用航空机
场，让市民出行更加便捷。

一笔笔民生投入、一个个民心工程，回
应了群众诉求，凝聚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
强大合力，提质为民，提质惠民，成为民权大
地奏响的最强音，成为“幸福民权”最温暖的
民生底色。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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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增强幼儿园师生消防安全意识，提高火灾自
救能力，11月12日，永城消防大队宣传人员走进辖区实
验幼儿园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帮助小朋友以及幼师掌握
在危险中迅速逃生、自救的基本方法。6 孟昭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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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节，冬日暖阳下，夏邑县马头镇
北刘楼村 1200多亩的何首乌种植基地内，
十余名村民正忙着采收何首乌种子。

在夏邑县，何首乌、赤芍等中药材种植
基地呈遍地开花状，随处可见。

近年来，夏邑县委、县政府把中药材产
业发展作为推进产业扶贫的一项重要内容，
充分发挥生态环境优势和紧邻药都安徽省
亳州市的区位优势，结合当地群众种植中药
材的习俗和丰富的管理经验，因势利导，因
村施策，大力扶持中药材产业发展，让群众
过上甜蜜日子。

因地制宜开出脱贫“良方”

北刘楼村贫困户刘西贤家有 9亩多地，
说起租地打工的日子，他高兴地说：“我家地
全部租出去了，一年租金6000多块钱，平常
我和我老伴就在这何首乌种植基地打工，一
年工资 2 万多块钱，早脱贫了。六十多岁
了，能过上这样的日子，满足得很。”

北刘楼村是贫困村，像刘西贤这样的建

档立卡贫困户有 80户 213人。为让贫困群
众尽快稳定脱贫，马头镇因地制宜发展了中
药材产业，一方面通过种植大户或合作社流
转村民土地给予村民租金，一方面让贫困户
到种植基地务工，让贫困户收入有了双保
险，保证了每一户贫困户都能顺利脱贫。

“仅我们马头镇现有中药材种植面积就
达1.5万亩，产值1亿多元，中药材种植带贫
效果非常明显。”马头镇镇长杨勇说，除马头
镇外，夏邑县多个乡镇都发展了中药材产业。

为引导村民发展中药材产业，该县通过
“政府推动、协会引领、合作社和农户参与”
的方式，积极采取“政府+公司+基地+贫困
户”模式，助推中药材种植产业发展和产业
扶贫，中药材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全县中药

材种植面积4万亩，总产量4.4万吨，总产值
3亿多元。其中种植面积较大的有赤芍、丹
参、何首乌、白芷、留兰香、桔梗、油牡丹等
30多个品种。还建有河南省农业标准化生
产示范基地、鸿强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等
35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从事中药
材生产、初加工和销售。

同时，该县紧盯国际国内市场，建立规
模化、规范化中药材种植基地，引进和培育
龙头企业，不断延伸中药材产业链，生产中
高端中药产品，全面提升中药材产品生产整
体水平。今年 9月 22日，“夏邑何首乌”顺
利通过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评审，成为
继“夏邑西瓜”“夏邑白菜”之后，夏邑县第三
个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全县3000多贫困
人口靠种植中药材实现脱贫致富。

扶持壮大成为致富“良药”

在项目、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该县
给予中药材产业大力扶持，先后投资 30万
元建设 3个 1吨/批烘干设备；投资 36万元
建设 3个 5吨保鲜库；投资 8万元建成农产
品质量安全追溯点 12个；投资 13万元建设
益农信息社 24个，有力地促进了中药材产
业的健康发展。该县制定的何首乌、白术、

薄荷等生产技术标准，被商丘市市场监管局
认定为市级地方标准予以公布实施。

规划引领全面发展。该县制定了中药
材产业发展规划，以马头镇为中心，带动业
庙乡、罗庄镇、济阳镇、中锋乡、会亭镇等 14
个乡镇种植面积快速发展，初步实现了区域
化种植。同时，多次开办中药材种植技术培
训班，邀请省农业厅、省农大以及安徽省亳
州市知名中药材种植专家等进行授课，组织
培训班学员前往禹州、安徽太和、亳州等中
药材种植基地进行考察，提高群众的种植技
术和管理水平。

提升了技术，扩大了规模，更要注重品
牌创建。为充分发挥品牌效应，该县鼓励企
业注册商标，争创全国叫得响的优秀品牌，
近年来济阳镇的“昊商”牌牡丹籽油、马头镇
的“荣栗仁”牌膏滋、太平镇的“田卫佳”牌菊
花等中药材系列产品，深受消费者喜爱，不
断占据市场份额。

“中药材产业是一个有广阔前景的产
业，我县正在积极筹建占地 3000亩的现代
化中药材产业园，产业园的建设将促进夏邑
县中药材种植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为巩固
脱贫攻坚成效和乡村振兴提供较强的支撑
作用，开启农民增收致富‘新引擎’。”该县县
委书记梁万涛说。6

本报讯（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
11月 13日，商丘举行 2020年第二季度“商丘好人”“抗
疫商丘好人”暨“乡村光荣榜”“文明家庭”发布仪式。

经基层群众层层推荐，各县（市、区）、市直文明办初
审，商丘市有关部门联审，“商丘好人”评选组委会评选等
程序，商丘市监狱退休警察陈向兰等36名同志和商丘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铁骑大队、虞城县援建武汉火神山医院
民工团队两个集体被授予 2020年第二季度“商丘好人”
荣誉称号，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EICU副主任医师薛冰
等 100名同志被授予“抗疫商丘好人”荣誉称号，梁园区
水池铺乡朱关庄村宋莉莉等46名同志被分别授予“好媳
妇”“好丈夫”“好妯娌”“好儿女”“好公婆”“好邻居”“好乡
贤”“好党员”“好支书”荣誉称号，商丘市睢阳区香君路凯
帝花园小区潘效华等30个家庭被授予2020年度商丘市

“文明家庭”荣誉称号。
现场，4家全国文明单位分别对4名生活比较困难的

“商丘好人”提供每人5000元帮扶基金。6

商丘市发布2020年
第二季度“商丘好人”

本报讯（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
11月 18日，记者从商丘市农业农村局获悉，商丘市新增
5个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

2020年第三次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审定和品质鉴
评会于当日在郑州召开，邀请省内行业专家，对我省 13
个申报产品的外观和品质进行了审定和鉴评。商丘市虞
城黄冢花生、梁园辣椒、民权葡萄、睢阳黄花菜、夏邑板山
羊5个产品位列其中，并顺利通过评审。

截至目前，加上之前评审通过的夏邑何首乌、冯桥红薯、
虞城苹果、勒马花生、夏邑西瓜、夏邑白菜、虞城荠菜、宁陵金
顶谢花酥梨、娄店芦笋、惠楼山药、民权花生、柘城辣椒、李
口西瓜、郭村马铃薯、虞城酥梨，商丘市获得登记保护的国
家地理标志农产品总数已达到20个，全省排名第二。6

商丘新增5个
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

本报讯（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 通
讯员 李方向）11月 20日，记者获悉，为深化“放管服”改
革、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在商
丘率先开展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再造审批流程开
展“一枚印章管审批”政务服务新模式，将辖区10个部门
的 136项行政审批事项划转至审批服务局办理，全部由
审批服务局一枚印章审批。

为最大限度地实现利企便民，示范区先后多次赴先
进地区学习，取真经、补短板，将审批流程进一步优化、审
批时间进一步缩短、审批效能进一步提高，使得广大群众
办事更加方便快捷。现已梳理办事清单 191项，首批公
布清单 160项，其中即办件 70项、承诺件 90项，减少办
事材料67项，平均办事效率提高80%以上。

按照“网上办为常态、网下办为例外”的原则，他们把
线下审批事项推到网上办理。在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受
理条件下，后台审批人员可以对申请事项作出审批决定，
审批结果邮寄送达。目前已公布首批“最多跑一次”事项
66件、“零跑腿”事项10件。

同时，示范区行政审批服务中心还在一楼北侧设立
了 24小时自助服务区和无人值守“E邮柜”，通过“窗口
收取+邮政速递+自助存取”的智能服务新形式，实现更
多事项的自助办理。6

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一枚印章管审批

本报讯（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 通
讯员 武月）11月 18日，走进柘城县远襄镇大张村绿祥生
态农业供京蔬菜基地，一排排整齐的大棚映入眼帘。棚
内的各类蔬菜新鲜翠绿，长势喜人，当地村民正忙着浇
水、除草、整枝打杈。

“当时听说村里来了一家大型农业公司搞土地流转
发展大棚蔬菜，我第一个报了名，把 10多亩地流转给了
它，一亩给我 800块钱租金，我在这里面还能打工挣钱，
要是在以前，这么好的事想都不敢想啊。”村民王玉珠一
边除草一边说。

绿祥生态农业是柘城县远襄镇招商引进的项目，总
投资1400多万元，建设供京蔬菜基地 400多亩，种植品
种有甘蓝、黄瓜、辣椒、西蓝花等。该公司仅用一年时间，
就成为北京市大兴区大兴机场菜篮子基地。目前，已累计
向北京销售蔬菜 3500多吨，销售总额达 400多万元，巩
固了当地村民的脱贫成果，实现了脱贫不返贫的目标。

大张村村主任陈兴虎高兴地说：“真正得到实惠的还
是贫困群众和年龄偏大的留守人员。蔬菜基地每天用工
50多人，高峰的时候用工100余人，每人每天收入100元左
右，工资一天一结，真正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成了‘上班族’。”

下一步，该公司计划把进京的蔬菜项目继续做大做
强，打造集种植和养殖为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带动更
多的村民在基地里快乐务工，满意挣钱。6

蔬菜基地
让村民成为“上班族”

夏邑 种下“苦”药材过上“甜”日子

民权持续实施百城提质，倾心打造宜居之城

城市提“气质”民生添“温度”

11 月 14 日，柘城县牛城
乡堌堆集村村民用辣椒和玉米
摆出巨幅图案，庆祝脱贫致富，
过上好日子。近年来，柘城县
把辣椒作为兴县富民的支柱产
业，牛城乡堌堆集村抢抓县委、
县政府发展辣椒产业的机遇，
在各项惠农政策支持下，村民
们通过种植辣椒先后脱贫致
富，村容村貌显著提升，生活水
平大幅改善。6 何志远 摄

红红火火
奔小康

民权打造宜居之城，实现老有所依、老有所乐。6 薛皓 摄

民权县城一角 6 朱建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