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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
2月 10日，由商丘市帮扶商丘好人协会、商丘好人联谊
会联合爱心企业共同开展的“爱在文明之城，情暖‘身边
好人’”春节关爱行动，对 7名“新时代好少年”进行帮扶
慰问。

商丘市爱心企业家、商丘众人爱心车队副队长秦勇
先生为每名受慰问好少年发放2000元自强激励金，并鼓
励他们感恩上进，好好学习。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分别
为他们送上书籍、小磨香油、洗衣液、粉条等物品。

“收到这份礼物特别惊喜，感到很温暖，很受鼓舞。
今后一定不辜负好心人的关爱，努力学习，以优异成绩回
报社会。”受慰问新时代好少年、商丘市行知学校学生张
涵语说。

据本次活动发起组织者、市帮扶商丘好人协会会长
李东亮介绍，“爱在文明之城，情暖‘身边好人’”春节关爱
行动自 1月 24日启动以来，在商丘市委宣传部、市文明
办的直接关心指导下，已经联合社会力量对80多个商丘
好人、道德模范、好媳妇、好少年家庭进行帮扶、慰问和关
爱，表达和传递了社会对上述群体的关爱和尊重，倡导了

“好人好报，德者有得”的价值导向。9

本报讯（记者 王平 通讯员 周谦 绍军）春节期间，
由虞城县委宣传部、县融媒体中心、城关镇人民政府等联
合主办的“以马为梦——虞城县马牧集老街首届马文化
艺术展”在马牧集老街开展，为新春佳节提供了一场高质
量的文化大餐。

此次展览集结了近200件以马为主题的国画、油画、
书法、篆刻、雕塑、剪纸、刻瓷、根雕等艺术作品。举办此
次展览，旨在打造马文化名片。

虞城县城原名“马牧集”，据载是商汤灭夏桀的牧马
地遗址。夏末，桀失去民心，汤王举义旗，辅臣伊尹领命，
在距离汤都北不远处牧养马匹以充战资。后来，汤王靠
这些马匹建立了强大的骑兵，覆灭夏桀，建立起我国第二
个奴隶制国家——商朝。到了宋、梁等朝代，这里又成为
皇家牧马场。其后，这里逐步形成了马匹、粮草等商品交
换的集镇，人们便称其为“马牧集”。

在漫长的岁月里，“马牧人”与马结下了不解之缘，马
成了马牧人的精神图腾。而发生在此地或与这里有关联
的“天乙三千白义战夏桀”“梁王轻骑败七军”“木兰代父
从军镇边关”“刘秀借马突重围”等典故，使得马牧集成为
镌刻在虞城大地上的岁月印记，深藏于此地民间的传说
与乡愁之中。

为改善居民生活，提升城市形象，留住乡愁记忆，近
年来，虞城县对脏乱差的马牧集老街进行改造提升。如
今的马牧集老街已经成为虞城的文化会客厅、非遗集结
地、文化产业孵化器、老旧城区改造提升的示范点。这里
设置了电影纪念馆、瓦当博物馆、非遗展馆、东明讲堂、文
创空间等。9

本报讯（记者 王平 通讯员 闫占廷 华敬玺）2月 10
日，走进宁陵县逻岗镇吾元村吕和旗的养牛场，只见两侧
牛栏里牛头攒动。吕和旗夫妇在里面正忙着给牛添加饲
料，打扫卫生。

现年50岁的吕和旗是吾元村原党支部书记，他主动
让贤，将接力棒传给了年轻人，并创办了这家养牛场。“我
任支部书记 15年，在 2017年换届选举中，我主动请辞，
回家创业搞养殖。”吕和旗说，“我们养牛有一个最大的优
势，村里秸秆资源丰富，草料基本上不用花钱。我购置了
小麦秸秆打捆机和玉米采摘收割机，农忙时免费为村民
服务，回收他们废弃的秸秆，既解决了秸秆处理的难题，
又给牛预备了足够的饲料。可谓变废为宝，一举两得
啊！”

2018年元旦，吕和旗从泌阳采购了第一批牛犊，一
共 93头。夫妻俩忙忙碌碌，待年底育肥牛出栏时，却没
多少利润。问题出在哪里呢？他总结教训时发现，他养
的牛品质差，育肥慢，当然收益不好，养牛选育优质品种
很关键。随后他远赴辽宁，采购了一批西门塔尔牛和夏
洛莱牛，它们体格大、增重快、效益好。

“创业不是一帆风顺的，免不了遇到挫折。对于养
牛，我还是在摸索尝试阶段，交点学费也是应该的。”吕和
旗说。

2020年冬季是吕和旗收获的季节，第二批出栏育肥
牛 75头，一头盈利 6000元，一下子收入 45万元。作为
一名共产党员，吕和旗不忘初心，赚了钱却要反哺村民。
他拿出7万元交给村委，作为村集体经济收入的一部分，
用于村里基础设施建设，打井、修路或安装路灯，让村里
的乡亲们得到实惠。

“我下一步还要扩建养殖场，养牛数量计划突破200
头。我要先做给村民看，再带着村民干，领着村民致富。”
吕和旗说。9

“严”字当头贯穿全过程

未雨绸缪，才能防患于未然。商丘市纪
委监委紧盯“长、常”二字，将“严”的主基调
长期坚持下去，边实践边总结，深刻把握“反
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对形势的严峻
性和复杂性一点也不能低估”重大判断和要
求，紧盯关键少数，对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
不收手，特别是党的十九大后仍不知止、胆
大妄为者，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持续强化不
敢腐的震慑。

“我是一个严重违纪违法的党员领导干
部，严重危害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我要以戴
罪之身向组织请求，把我作为一个反面典型
警示社会，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永城市
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朱某某接受审查时这
样忏悔。

在强力打虎、形成有力震慑的同时，商丘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有效运用监督执纪“四种

形态”，加大对党员干部思想、作风等方面一
般性问题的谈话函询力度，强化日常监督，抓
早抓小、治病救人。2018年以来，全市主动
投案的有20人，主动说明问题的有299人。

2020年是实现扶贫领域专项治理和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三年为期目标的决胜之
年。商丘市纪委监委把政治监督摆在首位，
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到哪里，监督检查
就跟进到哪里。

“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全市纪检监
察机关共查处涉黑涉恶‘三类问题’458起，
党纪政务处分和组织处理654人，移送司法
机关 19人。”商丘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委副
主任李治平说。

标本兼治扎紧制度“笼子”

“由于我一时糊涂，私自将贫困户的危
改资金取出支付自家建房工程款，并截留部
分危改资金用于个人花费，造成很坏的影
响，我诚恳接受组织的处分，希望大家以我
为戒……”虞城县胡楼村村委会委员胡某某
在会上忏悔道。

为严厉打击像胡某某这样的基层微腐
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针对群众在
办理低保、五保、危改等申报审批事项中存
在的基层干部“脸难看、事难办”、吃拿卡要

等问题，虞城县在试点推行小微权力治理工
作的基础上，逐步构建了党委（党组）全面监
督、纪委监委专责监督、基层党组织日常监
督、党员民主监督和群众监督的立体监督体
系，有效预防了基层小微权力运行中违纪违
规问题的发生。

这只是商丘聚焦约束小微权力，推动基
层治理的一个缩影。

为加强对基层小微权力的监督制约，推
动基层治理规范化、制度化，从源头上遏制
群众身边的“微腐败”，商丘市不断加强制度
建设，出台了《商丘市推进小微权力规范运
行实施办法（试行）》，推动各级各部门新建、
修订制度2254项，废止制度220项，把制度
的“笼子”建得更严密、更有效，强化制度的
刚性执行，着力清除腐败滋生的“土壤”，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此外，商丘市还依托互联网技术，运用
信息化手段，全面推行惠民扶贫资金（项目）
大数据监察平台，实现对市、县、乡、村四级
惠民扶贫政策实施情况的实时监管，助力打
赢脱贫攻坚战。

“县纪委监委那个平台太厉害了，我这
边刚把钱领出来，他们那边就知道了！”民权
县龙塘镇龙北村村民朱某某说。2019年 10
月 19 日，他重复申报危房改造资金 1.6 万
元，刚一领钱，平台就发出了警报，后台系统

上显示：“2019年 10月，朱某某重复领取1.6
万元农村危房改造资金。”朱某某受到了该
镇扶贫办工作人员的批评教育。

记者看到，该平台设置有惠民政策、“三
资”管理、扶贫资金等板块。群众可通过查询
机、手机、电脑网站进行查询、监督、举报；监
管部门可通过数据碰撞比对自动生成的存疑
信息，及时发现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可通过对
疑点问题分析研判，摸排违纪违法线索，实现
精准监督智能化、全覆盖，让权力在阳光下运
行，让基层党员干部想腐不能、想贪不敢。

用好“活教材”抓实以案促改

“看了全市以案促改纪实专题片，当身
边人的惨痛教训摆在面前时，内心很受震
动。今后要把他们当作端正衣冠的‘镜子’，
揽镜自照、见鉴自省，做到以案为鉴，警钟长
鸣。”2月 18日，商丘市纪委监委调研法规室
主任彭国臣说。

用反面典型案例当头棒喝，有利于唤醒
梦中人，使党员干部不犯或少犯错误，实现

“惩”和“治”同向、同步、同进。
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商丘市纪委监

委结合近年来查处的典型案件，在全市持续
开展以“七个一”为重要内容的警示教育活
动（即建立一个典型案例库、编发一本警示
教育汇编、组织到监狱接受一次警示教育、
组织一次警示教育大会、展播一批优秀廉政
文化作品、组织观看一次警示教育片、突出
一个领域），重点从扶贫、国企、金融、财政等
领域，选取 800多个典型案例，建立了以案
促改典型案例库，编印了 5 本典型案例汇
编，为开展警示教育提供了“本土活教材”。
同时，组织党员领导干部到豫东监狱和商丘
监狱进行警示教育，听取职务犯罪服刑人员
现身说法；在全市相关单位设立“廉政视窗”
循环播放廉政教育视频，不断营造崇廉尚洁
的浓厚氛围。

去年以来，商丘市共开展警示教育
2697 次，接受警示教育人数 278669 人次；
组织全市党员干部观看《党旗下的忏悔》
2000余场次，手写心得体会 8万余篇；召开
专题民主生活会 1639次，专题组织生活会
2385次，整改问题数3157个。

“下一步，我们将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
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在统筹联动、拓展
延伸、深度融合上下功夫，推进以案促改制
度化常态化，助推新时代党的建设和纪检监
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商丘市委常委、市纪委
书记、市监委主任楚耀华说。9

□本报记者 王平 本报通讯员 武月 袁博

2月 17日，走进柘城县张桥镇张桥村张
华敏家中，数百只白鸽“咕咕”叫个不停。张
华敏边喂食边说：“白鸽养殖投入低，风险
小。平常有技术员进行免费技术指导。销
售这块也不用操心，养殖基地的人直接过来
拉货，价格随行就市。”

51岁的张华敏曾是张桥镇张桥村的建
档立卡贫困户，他体弱多病，又要照看孩子
上学，无法外出务工。2016年，张桥镇党委
政府结合张桥白鸽产业实际，把贫困户的到
户增收资金转换为白鸽养殖资金，每个愿意
养殖白鸽的贫困户可获得80只白鸽。

5年来，张华敏的白鸽养殖规模从80只
发展到 500只，一年能增收 1万多元，早已
摘掉了穷帽子。

近年来，为帮助贫困户早日摘掉“贫困
帽”，打开致富门，张桥镇党委政府出台了鼓
励白鸽养殖的优惠政策，在资金、土地流转
方面给予扶持。该镇成立张桥镇白鸽养殖
协会，以张桥村为核心区，辐射带动周边村
庄，建成多个相对集中连片的白鸽产业养殖
基地。

鸿祥鸽业基地占地 70余亩，拥有养殖
车间 10个，现有白鸽 3万只，实现利润 200
多万元。该基地依托“合作社+企业+农户”
的发展模式，统一为养殖户提供产、销、防

疫、疾病防治等一条龙的服务，逐步将基地
建设成为“以鸽子养殖为主，集生产、经营、
增收、带贫等功能于一体”的白鸽养殖基地，
目前该基地带动70余户群众养殖白鸽。

此外，张桥镇党委政府还积极鼓励和扶
持在外务工人员返乡创业，进一步做大做强
白鸽产业。吕岗村村民张心玉前几年去南
方务工，发现肉鸽在当地深受欢迎，就返乡
建起了鸽棚，买回1000多对种鸽。

“刚开始先尝试着养一两千对白鸽，养
殖过程中我发现出产率相当高，一对一年下
来就是80多块钱，养殖效益相当好，我就寻
思着扩大规模。”张心玉说。

当了解到张心玉有了扩大肉鸽养殖规模

的想法后，吕岗村“两委”班子上门服务，帮助
他流转土地20亩，申请贷款50万元，如今张
心玉的肉鸽养殖规模已扩展到1万多只。

截至目前，张桥镇已建成 10万只以上
白鸽养殖场10个，带动15个村 368户 1256
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十四五’期间，我们将根据县委县政
府对张桥镇白鸽养殖产业的规划，结合我镇
实际，在全镇形成一带多基地的白鸽产业布
局，形成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营销大户+
电商物流的产业体系，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
和产业结构升级，提高产业经济效益，助力
乡村振兴。”张桥镇镇长闫海涛信心满满地
说。9

本报讯（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全媒
体记者 刘梦珂 通讯员 贾震）2 月 17
日，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民安街道
办事处侯楼村村民祝红涛家的温室大棚
内，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粉红的桃花竞
相绽放，许多游客在这里赏花、拍照，感
受春的气息。

“我们一家四口是来二舅家走亲戚
的，听说这里温室大棚内的桃花盛开
了，就过来看看，没想到桃花开得
这么娇艳。”游客张心磊说。

“今年桃花比往年开得
早 ，一 定 是 丰 收 的 好 兆
头。”正在大棚里面忙碌的
祝红涛说。

祝红涛是当地有名
的致富能手。早年在外
打工，后来返乡创业，将
积攒的 10 多万元全部投
入到温室大棚项目。如今
已发展温室大棚3亩，主要种
植桃子，年收入可达9万余元。
而且大棚种植的桃子比普通桃子
可提前2个月上市，不仅可以延长供应
时间，还能大幅提高经济效益。

“我希望更多的果农朋友学会这项
技术，创造更好的效益，大家共同致
富。”祝红涛说。9

虞城打造马文化名片

老支书让贤当“牛倌”

关爱行动情暖“身边好人”

商丘一体推进“三不”助力全面从严治党

激浊扬清树新风

白鸽“啄开”致富门

图片新闻

2 月 8 日，虞城县纪委监委

整理出全县党员领导干部的家

风家训 110条，邀请书法家进行

书写，统一装裱并结集成册，赠

送给所有党员领导干部，同时举

办展览、网展，以此教育引导党

员领导干部注重廉洁家风建设。

这是商丘市纪委监委在全

市各级党员干部中组织开展系

列廉政教育活动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商丘市纪委监委全

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忠诚履行党章和宪法法律赋予

的职责，坚持惩治腐败和以案促

改同步推进，把以案促改作为不

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三不”一

体推进的重要载体和抓手，以以

案促改高质量助推党的建设高

质量，有力地推动了全面从严治

党向纵深发展。

□本报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 本报通讯员 金丹江 孟凡领

开展警示教育活动 商丘市纪委监委供图

为弘扬传统文化，丰富干部文化生活，2月19日，民
权县财政局花园所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廉政灯谜”活
动，将廉政文化融入民俗文化。9 王自力 摄

“廉政灯谜”贺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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