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徜徉花海
沐浴阳光

本报讯（记者 方化祎 李昊 通讯员 王向灵）“救人
啊，救人啊！”7月 29日 19时 30分左右，天色渐黑，周口
市沈丘县沙河大闸处，忽然传来了一阵急促的呼救声。

“有人落水！”听到呼救声，正在沙河大闸附近的李成
军反应迅速，他扭头一看，河里有个人影，就一边往河边
跑一边脱衣服，一个箭步跳入水中。

据了解，今年 62岁的李成军是周口市沈丘县人，曾
在甘肃某部队服役，退伍后在家乡一家外贸公司工作。
当时，落水者的位置处于闸口下游，大闸正在开闸放水，
水流湍急。等到李成军扑进河里的时候，落水者已经离
岸边六七十米了。

李成军奋力游向落水者，看到落水者是一个小女孩，
他刚拉住女孩的手，便和她一起被水流冲向下游。

“不好，这样熬下去，孩子会有危险的。”李成军紧紧
抓住小女孩奋力往岸边游去。经过20分钟左右的努力，
李成军终于游到距离岸边10多米处。然而，此时的他已
精疲力竭。

“我当时全靠意志支撑，想着不能半途而废，咋也得
把人救上去。”李成军告诉记者，他灵机一动，改换了救人
的方式，将拖着变为推着，凭借顽强的毅力硬是把女孩推
到了岸边。最终，在岸上数位热心市民的帮助下，落水女
孩成功获救。

“当时天马上就要黑了，河水流速又很快，要不是李
成军及时相救，小女孩很可能就没命了。”现场目击者徐
萍丽说。

看到小女孩安然无恙，李成军默默离开了救人现
场。有人问他联系方式，也被他婉言谢绝。

“我啥也不图，孩子没事就好。当人民群众的生命安
全受到威胁的时候，身为老兵，就应当义无反顾地冲上
去，这是我们至高无上的荣耀！”李成军说。9

□本报记者 李昊 本报通讯员 李小伟

暑假期间，鹿邑县老子文化博物馆热度持续攀升，不
少家长带着孩子走进博物馆，接受文化熏陶。

为让老子这位伟大人物立起来、“活”起来，近年来，
鹿邑县打造了老子文化博物馆，利用声光技术等展示老
子生平及道学发展，让参观者以极佳的临场感与沉浸感
认识老子。

该博物馆位于鹿邑县老子学院（研究院）内，总建筑
面积约8300平方米，是一座集收藏、传播、研究于一体的
综合性展馆。除序厅和尾厅外，展馆被分为老子故里、传
说中的老子、现实中的老子、老子的影响四个展厅。

博物馆门口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李梓童在妈妈的
带领下走进博物馆，一件件关于老子文化的精美文物激
发了他浓厚的兴趣。李梓童的妈妈告诉记者，她认为博
物馆可以让孩子深入感受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周末有
时间还会带他来参观的”。

马上就要步入高三的刘月珍趁着假期和同学结伴来
到博物馆。“听老师说，一座博物馆就是一段历史的缩
影。老子出生在我们鹿邑，他的思想在全世界都有很大
的影响力，参观博物馆的过程，就是穿越千年向老子这位
先哲问道，听他讲述为人处世的道理。”

不少外地游客慕名来到老子文化博物馆。“我们是从
洛阳过来的，那边有老君山，与老子文化渊源不浅。听说
鹿邑开了一家老子文化博物馆，特意过来打卡。”8月 9
日，一名游客告诉记者。

假期到来后，博物馆人流量猛增，日流量是平时的
5—10倍。“这才周二，这一周的网上预约名额就已经订
满了。看到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博物馆参观学习，感觉自
己的工作特别有意义。我们将做好充分准备，迎接各地
游客的到来。”老子文化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说。9

□本报记者 方化祎 李昊 本报通讯员 谢辛凌

眼下正值哈密瓜丰收时节，8月 6日，走进沈丘县周
营镇马营村现代农业种植基地，只见绿油油的藤蔓上长
着一个个沉甸甸的哈密瓜，空气中弥漫着沁人心脾的瓜
果清香。农户们忙着采摘、包装哈密瓜，脸上洋溢着丰收
的喜悦。

种植大户程肖娜激动地说，自家种的30亩大棚哈密
瓜今年长得特别好，亩产将近 7000斤，平均每个瓜都有
七八斤重，目前已销售了 20多亩，每亩平均收入预计在
1.2万元以上。

“我们种的哈密瓜吊在距离地面 50至 60厘米的藤
蔓上，每根藤上只留一个瓜，这样可以保证每根藤上的瓜
都充分吸收阳光、水分和营养，种出来的瓜品质更好。”采
访期间，程肖娜的电话响个不停，当天的哈密瓜订单早已
排得满满当当。

“我们主要采取线上订货的模式，可提供送货到家服
务，最多的时候一天送货量就有600箱。”程肖娜说。

“以前村民主要是种植大田作物，夏收麦，秋收玉米，
经济效益不高。”马营村党支部书记牛付志坦言，“现在通
过村集体合作社以每亩 1000元的价格流转土地种植哈
密瓜，栽培投资少，管理周期短，市场价格稳定，经济效益
可观，不但保证了村民的收入，并还能安排富余劳动力在
基地就业。”

“这不，我自家地里的活刚忙完，就来基地干农活
了。活也不重，每天工钱 80元，一年下来能多挣 1万多
元。”马营村村民董素英说。

马营村的哈密瓜种植是沈丘县周营镇大力发展特色
现代农业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该镇持续深化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因地制宜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特色农
业种植，采取“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模式，发展订
单式果蔬种植，助力农民增收。

“周营镇自然条件良好，发展特色水果种植潜力无
限。下一步，我们将在新品种种植、品牌打造、统筹营销
等方面继续发力，推动甜蜜经济越做越强。”周营镇党委
书记程健说。9

□本报记者 方化祎 李昊

中央厨房项目厂房建设完工，工作人员
正有序进行投产前的设备调试工作；投资
80亿元的年精深加工 200万吨玉米项目，
基础施工基本完成；投资 15亿元的年加工
140万吨大豆项目，正在加紧施工……8月
8 日，周口港区益海嘉里现代食品产业园
内，施工人员挥汗如雨，机器轰鸣塔吊林立，
几处重点项目建设进度喜人。

这是周口市全力推进“三个一批”项目
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引擎”的一个缩影。

全省“三个一批”项目建设活动开展以
来，周口市树牢“项目为王”理念，聚焦开工
率、投产率、达效率，健全机制，创新举措，推
动一批重大项目相继签约落地、开工建设、
投产达效，为促进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有力支撑。

今年一季度，在全省“三个一批”项目建
设综合考评中，周口市位居省辖市前列。特
别是安钢周口钢铁、富士康周口科技工业园、
耕德电子、中兴新业港产业园等项目顺利建
成投用，筑牢了稳住经济大盘的压舱石。

机制“新”
多措并举精准保障

7月 30日下午，周口市第二季度“三个
一批”项目观摩讲评会如期召开。

季度讲评会成了各个县区“亮宝”的平
台、竞技的赛场。总分前两名的县（市、区）
发放红旗、作经验介绍，最后一名的发放黄
旗、作表态发言。这一次，淮阳区因为在项
目推进中成绩扎实，区委书记张建党作了经
验介绍。

为推进“三个一批”项目的顺利运行，周
口市制定了一系列保障机制：

接连实施重大项目协调推进工作例会
制度、重点项目建设管理办法、“三个一批”
重点项目建设考评办法，推动“三个一批”活
动走深走实。周口市委书记张建慧和市长
吉建军牵头，每周召开一次重大项目协调推
进会、基础设施项目周例会、“三个一批”项
目建设调度会，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的
重点、难点、堵点问题；

针对益海嘉里、富士康、安钢周口钢铁、

金田纸业等重大项目，组建服务专班，推动
一批百亿元级、50亿元级重大项目快速落
地建设；

开展“三比三亮”审批竞赛。通过开展
比审批亮办结、比开工亮进度、比服务亮实
效活动，全面提升行政审批效能。

在周口大地，比学赶超抓项目、干项目
的浓厚氛围已然形成。

与此同时，该市推出多项措施促进资源
要素和优惠扶持政策向重点项目聚集。富
士康周口科技工业园等“三个一批”项目实
现“拎包即入驻”；益海嘉里现代食品产业园
项目实现“拿地即办证”；精泰智能终端产业
园项目实现“拿地即开工，摘牌即办证”。

在疫情防控中，周口还及时发布了两批
“四保”白名单重点项目309个，确保“四保”
白名单重点项目在疫情防控条件下不停工、
不停产。

谋划“远”
聚焦主业强化招引

走进周口国家农高区内的金丹乳酸公
司，创新的魅力令人惊叹：一根普通的玉米

从生产车间走一道，便化为了乳酸、聚乳酸
等高附加值产品。随着河南省聚乳酸可降
解材料产业研究院在这里落户，该公司将凭
借领先的技术水平和卓越的创新能力，在高
质量发展中焕发出更大活力。

依托金丹乳酸等一批优势企业，周口市
提出聚焦生物可降解材料、生物医药、智能
零部件3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倾力打造千亿
级优势产业集群。依托现有优势延链、补
链、强链，做大做强食品加工、纺织服装、医
药化工、现代物流等产业。

对标“十大战略”，瞄准“十四五”规划、
国家确定的专项债券重点支持领域和中央
预算内投资方向，按照新开工项目3倍以上
储备项目，将一批含金量、含新量、含绿量高
的重大项目纳入谋划储备库。目前，全市储
备省重点项目126个，谋划“十大战略”三年
行动计划项目 516个，新谋划 525个事关周
口未来发展的重点产业、重大基础设施、重
大民生项目，获得省发展改革委批准，为国
土空间“三线”划定提供了有力支撑。

聚焦产业强化项目招引，各种形式的招
商活动成效明显。周口市委、市政府主要领
导带头，开展头部企业招商。制定产业链、企

业链、产品链、研发机构“四张图谱”，面向长
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围绕主导产
业开展招商。高标准绘制主导产业招商图
谱，出台“五职”领导干部招商引资考核办法。

上半年，周口全市新签约项目 210个，
总投资 1814.23 亿元，其中，主导产业项目
88个，总投资505.33亿元。

环境“好”
优化服务提升效能

在鹿邑，以锅圈食汇产业链为龙头的食
品加工产业发展得风生水起。丸来丸去食
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各式网红火锅丸子
经过搅拌、加工、检测、速冻等工序最终成
型。

该公司是澄明食品以商招商的配套企
业。澄明食品工业园负责人、锅圈食汇创办
人杨明超回到家乡创业，不仅带回了工厂，
还带回了一整条产业链。

“澄明效应”加快了食品加工企业在鹿
邑的集聚速度，短短两年内吸引了和一肉
业、丸来丸去食品、牧跃羊业、上海盛鲜等配
套企业入驻园区。目前，澄明食品工业园实
施“六个一”食品工程，即“一个番茄、一个辣
椒、一头牛、一个丸子、一只羊、一只鸡”，预
计年产值 60亿元。在鹿邑，一个未来的百
亿级食品产业集群正蓄势待发。

这与周口市为优化营商环境推出的一
系列措施密不可分。

成立服务专班，固定分包县市区，每月开
展2次以上调研，对“三个一批”项目提供全
方位服务；优化审批流程，压缩企业投资项目
审批时限，做好重大项目建设前期手续收集、
交办、跟踪业务；实施重点项目领导分包全覆
盖，结合“万人助万企”活动深入项目建设现
场调研服务，抓好水、电、气、暖、路等设施配
套，及时解决项目建设中的困难和问题。

骄阳似火，士气高昂。按照省委、省政
府决策部署，周口市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围绕“临港新城、开放前沿”发
展定位，锚定“两个确保”，加快实施“十大战
略”三年行动计划，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经
济工作的主抓手，抓谋划、快推进、优服务、
强保障，以“三个一批”项目建设的实际成效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9

□本报记者 李昊
本报通讯员 曹新旺 郝齐辉

“村小学的校舍被村干部强行占为己有，
一部分改造为住室供其儿子当婚房，一部分
改造为饭店对外经营……”在发现侵害群众
利益的突出问题后，周口市巡察机构第一时
间以事实形成线索报告进行移交，并跟踪督
导。最终，此事得到彻底解决，被占用的小学
校舍恢复原貌，村干部高某被开除党籍。

为整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
近年来，周口市巡察机构利用市县联动，打
通全面从严治党的“最后一公里”，把巡察这
把利剑直插基层，斩断伸向群众的黑手。

2018年 12月，周口市所辖鹿邑县委第
十七巡察组对鸣鹿街道办事处麻窝张村开展

巡察，刚到驻地，84岁的老党员张思让老人
就找到巡察组反映情况：该村从2008年起一
直没有选举出党支部书记，书记的职务一直
由办事处一名干部兼任，由于该干部还有其
他公务，不能专职专用，导致村中许多群众关
心的事不能及时解决，群众意见不小。

老人说，村里没有专职党支部书记，他们
反映问题不方便，问题解决起来更不易。村
内3纵4横7条道路均为土路，坑坑洼洼，晴天
一身土，雨天一身泥，雨大一点根本出不去。

群众的“急难愁盼”集中凸现。巡察组
迅速把问题向鹿邑县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
县委组织部、鸣鹿街道办事处及相关职能部
门反馈并跟踪问效。在巡察组的监督下，问
题得到了解决：村民选举出了一名党支部书
记，村里硬化了道路、安装了路灯、绿化了环

境，还建起了文化广场。
周口市巡察机构主要负责人深有感触

地说：“把群众的烦心事、操心事、揪心事放
在心上，抓在手上，落实在巡察工作的具体
行动中，通过解决群众关切的‘小问题’，赢
得民心向背的‘大政治’”。

2019年 12月，周口市第七巡察组采取
“以乡带村”的方式，对该市开发区淮河路街
道及所辖村（社区）开展提级巡察。巡察组
将举报电话、举报信箱等对外公布，实地走
访谈话发现线索。在巡察组进驻的第 14
天，淮河路街道姚滩社区党支部原书记姚某
慑于巡察组的强大压力，主动交代其隐瞒绿
化带占地面积80余亩、贪占国家补偿问题。

姚某被周口市纪委监委采取留置措
施。姚某是周口市巡察机构上下联动巡察

村（社区）主动投案的第一起案例，震慑效应
持续放大，先后又有 14名村（社区）基层干
部在各级巡察中主动交代问题，巡察利剑震
慑作用得到充分彰显。

周口市在村（社区）的巡察工作中，走村
入户听民意、疏民怨、解民困、顺民心，解决
了一大批长期困扰基层的“疑难杂症”。

自 2018年 10月至今，周口市实现对全
市 5045个村（社区）巡察全覆盖，立行立改
事项5261件，发现各类问题65130个，已整
改问题64796个，其中解决民生领域突出问
题 4277个；移交问题线索 6558件，党纪政
务处分1075人，移送司法机关226人；转化
软弱涣散党组织257个，有力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向基层延伸，交上了一份让群众满意的
答卷。9

退伍老兵激流中挺身救人

鹿邑

老子文化博物馆人气高

沈丘

哈密瓜铺就“甜蜜”致富路

周口市巡察机构

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答好民生之问

打造高质量发展“引擎”
——周口市强力推进“三个一批”项目建设掠影

沈丘县“三个一批”项目晶鑫生物年产12万吨聚酯网单丝项目建设现场。9 王映 摄

8月 7日，漫步在沙颍河畔
周口港区段的步道上，一望无
际的金黄色向日葵花海映入眼
帘，仿佛一个童话世界。近年
来，周口港区李埠口街道办利
用沙颍河沿线堤坡、河滩种植
1000余亩油葵，眼下正是盛开
时节，引来不少游客驻足拍
照。9 任富强 张昆鹏 摄

一线传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