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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沈丘正启航魅力沈丘正启航潮涌沙颍潮涌沙颍
系列报道之四系列报道之四

学党章党规 学系列讲话 做合格党员

沈丘 “三驾马车”拉出经济腾飞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徐光亚）

“我们村将依托紧邻沙河的优势，建设一个

集观光旅游、休闲娱乐、果蔬采摘、游泳垂

钓、餐饮住宿于一体的生态公园。”5月9日

上午，平顶山市湛河区北渡街道油坊头村

党支部书记王亚辉告诉记者，“我们要上绿

色项目，靠生态理念带领村民发家致富。”

近年来，湛河区不断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靠改善生态环境强区富民，使油坊头村

这样依靠“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典型越

来越多。

比如，位于白龟山水库附近的彭庄村，

曾经80%的农户土法熬制沥青，被环保部

门多次取缔。近几年，在当地政府的引导

下，村民转产发展生态种植、养殖业，收入

不但没有减少，还发展起了生态旅游业。

位于平桐路沿线的宇鑫泰建材公司停

产了5000万标砖的轮窑生产线，在原址新

上了15000吨钢构加工项目，消除了之前的

大气、噪声污染，使9个采摘、休闲生态庄园

落户周边，为当地提供就业岗位300个……

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湛河区全面推进

城乡绿化和公共绿地建设，大力发展生态

农业和观光休闲农业，带动辖区生态环境

根本好转。近年来，湛河区植树造林3464

亩，森林抚育与改造3834亩，发展经济林

1530亩，花卉苗木培育基地1700亩，森林

覆盖率达到31.6%。

同时，湛河区狠抓工业污染防治、减排

工作，确保生态建设成果不流失。近年来，

该区否决污染项目7家，关停重污染企业3

家，责令整改环境违法行为136起，对十余

家工业企业完成除尘、脱硫，对63家规模以

上餐饮企业完成油烟净化技术改造，超额

完成污染减排指标。

如今，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该区的

立区之本：“工业强区、三产兴区、和谐建

区、生态靓区，建设富裕和谐、兴业宜居的

湛南新城”的发展战略，就是要形成节约资

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活

方式，“一半楼房一半绿，居住兴业两相宜”

的新型城区正在形成。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邓红刚李

焱）“正在开展的打非治违、打恶治乱活动，

对于群众来说真的是一件大好事。这不，每

天晚上俺村上都有巡逻队不间断巡逻，这可

让我们踏实多了。”5月4日，安阳县辛村镇

邓伍级村群众邓业福对记者说。

从4月20日开始，安阳县开展为期两个

月的打非治违、打恶治乱“双打双治”集中活

动。连日来，该县的机关干部不分白天黑

夜、不论双休假日，纷纷走村入户、进企到厂

排查隐患、消除危险，让群众吃上了平安定

心丸。

“召开这样一个高规格、大规模三级干

部会，目的就是迅速动员全县人民，向安全

生产领域的违法违规现象宣战，向环境治理

中顶风违纪违法排污行为宣战，向社会治安

领域的违法犯罪分子宣战。”4月20日，安阳

县三级干部会上，县委书记张聪智坚定的话

语传递出了安阳县打非治违、打恶治乱的信

心和决心。

为推动“双打双治”顺利开展，该县成立

了由县委书记任政委、县长任指挥长，有关

县领导任副指挥长的高规格指挥部；并按照

“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原则，分设东部战

区、西部战区、西北战区、西南战区四个战

区，统筹负责集中整治活动开展；同时，设立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组、环境治理组、打非治

违组三个专项工作组，依法对违法违规现象

进行打击处理。

同时，实施五级排查工作法，要求村民小

组排查后、村委会排查、包村乡干部排查、包

片领导排查、乡镇分片互查，排查结果层层签

字、层层签订承诺书，确保隐患排查彻底、整

改到位。截至5月1日，全县共入户排查

163490户，累计排查企业（单位）4954家。

“打好这场‘打非治违规’、社会秩序集

中整治的人民战争，事关全县发展大局，事

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我们坚决以铁的手

腕、铁的心肠、铁的面孔、铁的动作、铁的措

施、铁的整治，确保取得铁的实效。”谈及此

项工作，安阳县委副书记、县长刘纪献的话

掷地有声。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王祥宇）

近日，沈丘县产业集聚区引食冻干面项目已

经进入设备安装和调试阶段，260米生产线

已完成安装，机械、电器等核心技术调试正

有条不紊地进行。引食面业副总经理张力

告诉记者，项目引进西门子、三洋冻干加热

系统，实现了从麦粒到冻干面的一次成型。

引食冻干面项目是沈丘县加速培育食品加

工产业的又一力作。

聚产业，争投资，上项目……近年来，沈

丘县委、县政府以项目建设为抓手，各种生

产要素围绕食品加工、机械电子、聚酯网三

大主导产业快速集聚，三大产业已成为拉动

沈丘县经济快速发展的“三驾马车”。

“通过产业集聚发展，企业集中布局，引

好一个龙头项目，形成一个主导产业，着力优

化产业集聚区空间布局，推进发展方式转变

和产业升级，提高自主创新、产业集聚和辐射

带动能力。”沈丘县委书记皇甫立新说。

培育壮大主导产业集群，强链补链，积蓄

发展动力。该县按照“签约项目抓落地、落地

项目抓建设、在建项目抓投产、投产项目抓效

益”的工作思路，围绕金丝猴集团、凯旺电子、

华丰网业等重大项目，着力引进关联企业，迅

速拉长产业链条，努力培育食品加工、机械电

子、聚酯网三大产业集群，使之真正成为全县

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支柱。围绕食品加工产

业，做大做强湖南家家面业、引食面业等农副

产品深加工企业；围绕机械电子产业，全面推

动上海光电园、机械产业园等项目建设。围

绕聚酯网产业，全力支持华丰、恒丰等企业整

合提升聚酯网特色产业，鼓励引导聚酯网企

业走创新之路，主动进行结构调整，不断优化

产品结构，谋求转型升级。

与此同时，该县还不断加强产业集聚区

服务队伍的建设，配齐配强专业管理服务人

员。进一步整合做大县域发展投融资平台，

设立专业投资公司，积极搭建银企对接平

台，增强融资能力，创新融资方式，改善金融

环境，构建银企项目对接，有效满足供求的

长效机制。同时，不断强化社会服务，组织

引导企业发展物流配送、金融服务、信息咨

询、人才技术开发等中介服务机构，积极推

进有关工业生产资料专业批发市场建设，大

力发展各类职业教育，满足园区企业的招

工、生产和发展的需求。

“经过不断努力，产业集聚区现已入驻

企业140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124家，完成

固定资产投资117亿元，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470亿元，税收收入4.6亿元，从业人员4.7

万人，连续四年被评为河南省先进产业集聚

区，连续三年被评为周口市综合实力最强产

业集聚区，并晋升为全省二星级产业集聚

区。”该县产业集聚区主任吕孝坤说。

本报讯（记者黄华）5月14～15

日，由教育部、河南省人民政府支

持，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

应用技术大学（学院）联盟主办，驻

马店市人民政府、黄淮学院承办的

第三届产教融合发展战略国际论坛

在驻马店市嵖岈山国际会议中心举

行。教育部副部长朱之文、副省长

徐济超出席开幕式。

“产教融合发展战略国际论坛”

是由教育部和省政府作为支持单位，

于2014年春季在驻马店创设的常设

性专题性论坛，论坛每年举行一届，

已发展成为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有国

际影响力的高水平品牌性论坛，被业

界誉为教育界的“达沃斯”论坛。

第三届论坛以“向‘互联网+’与

智能制造进军”为主题，更加聚焦国

家创新驱动战略，汇聚创新要素，邀

请有关中央部委、中国工程院、跨国

企业等领导人就“互联网+”、中国制

造2025等重大战略、发展趋势、创

新经验深入研讨，集中发布一批产

教融合促进计划，展示一批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的实践成果，促进更为

广泛的交流合作。

朱之文在作主题报告时指出，

国家“十三五”规划提出“推动具备

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

变”，这是今后一个时期高等教育结

构调整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目

的是要引导地方高校合理定位、内

涵发展，真正做到以需求为导向、以

服务为重点，把办学思路转到服务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上来，转到促进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上来，转到培养

应用型人才上来，转到增强学生的

创新创业和就业能力上来。

徐济超在致辞中说，河南省应

用型本科高校地位非常突出、特色

非常鲜明，是应用型人才重要的培

养和输出基地。经济进入新常态以

来，在贯彻五大发展理念推进供给

侧结构改革的过程中，河南省更加

重视应用型人才供给侧改革，探索

对省内高校实施分类改革管理，着

力提升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

力，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各级政府、

相关部门、高校和企业将抓住宝贵

的机遇，与论坛嘉宾进行深入的学

习和交流，推动河南应用型教育发

展再上一个台阶。

第三届产教融合发展战略
国际论坛在驻马店举行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通讯员王

鹏飞）近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公布了第二届全国“书香之家”入选

名单，汤阴县栗文飞家庭榜上有名。

据了解，栗文飞家庭藏书数量

达14890册，包括地方史志、古今中

外文学名著、周易文化系列、岳飞文

化系列、大学文科教材、地方族谱、

厚重河南系列丛书等。栗文飞一家

三口日均阅读时间达6小时以上，年

均购买图书或订阅报刊的费用达

2000余元，购买和收藏图书的习惯

已经坚持了近20年。读书的同时，

栗文飞还勤于写作和文学创作，坚

持30多年始终不渝，在国内刊物发

表文章200余篇，出版专著20余部。

汤阴县栗文飞家庭
获全国“书香之家”称号本报讯（记者孙雅琳）5月13日，记者

从第22届三门峡黄河文化旅游节暨投资

贸易洽谈会、第四届特色商品博览交易会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节会将于5月

25～29日在母亲河畔的天鹅之城三门峡市

举行。节会期间，三门峡各大景区还将实

行5折优惠政策。

据了解，本次节会共安排有第四届特

色商品博览交易会、黄河旅游目的地城市

共建启动仪式、百名客商三门峡行暨经济

合作项目签约仪式、黄河大合唱艺术节、横

渡母亲河、万人帐篷节、河南省中原文化大

舞台观摩演出、歌伦贝尔房车音乐节、黄河

罗曼彩虹跑、大黄鸭亮相三门峡、黄河水上

嘉年华表演活动等19项活动。

节会为媒，经贸唱戏。本届节会将围

绕主导产业、特色资源，依托省工商联和各

地商（协）会组织“百名客商三门峡行”活

动，邀请全国知名企业、客商到三门峡市进

行实地考察、产业对接，通过精准招商，实

现项目落地。本届节会期间，预计将邀请

客商1200名以上，预计签约总额将达到

300亿元以上，范围涵盖农副产品加工、装

备制造、文化旅游、商贸服务、能源化工、基

础设施、有色金属、金融等各个方面。

此外，本届节会将严格执行中央八项

规定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改进工作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的若干意见》，不举行宴请活

动、不组织专场文艺演出、不铺设红地毯、

不赠送纪念品和土特产。开幕式仅有四项

议程，时间不超过10分钟。

本报讯（记者董伦峰通讯员刘

俊才）随着“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

的深入，日前，杞县纪委监察局、县委

组织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全县党员

干部公务活动中禁酒的通知》，禁止

党员干部参与公务活动时饮酒，杜绝

酒后误事、酒后腐败的发生，严格规

范党员干部的公务接待活动。

《通知》明确规定：全县党员干

部工作日时间早餐、午餐，一律不准

饮用各种酒类或含有酒精的饮品；

参与公务活动也一律不准饮用各种

酒类或含有酒精的饮品，参与非公

务活动倡导节俭用餐、文明用餐、健

康用餐，带头不喝酒、不劝酒；全县

各级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公务

接待一律不得上各种酒类及含有酒

精的饮品；各单位一律不得购置和

报销各种酒类费用。对违反规定

的，将对相关领导和责任人员进行

严肃追究和问责。

“在公务接待活动中禁酒，不但

减少了接待费用，还保护了工作人

员的身体，重树了党员干部在群众

中的形象。党员干部有足够的精力

投入到工作与学习中去，能够更好

地为群众服务。”杞县纪委常委、办

公室主任孟志强说。

杞县

公务接待施行“禁酒令”

湛河区“生态经济”打造魅力城乡
安阳县“双打双治”改善发展环境

据新华社5月15日电 为进一

步推动扶贫攻坚，2016年我国将对

全国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

县每县专项安排新增建设用地计划

600亩。

14日，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

表示，全国脱贫攻坚已进入啃硬骨

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国土资源

部将在调整完善土地利用规划、切实

保障脱贫攻坚用地、用足用活用好增

减挂钩政策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

国土资源部2016年对全国592个国

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每县专项安

排新增建设用地计划600亩。

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今年每县新增建设用地600亩

本报讯 值此第23个“国际家

庭日”之际，5月15日，“墨韵·家风

——张良书法邀请展”在洛阳牡丹

书画院开幕。本次展览共展出150

多幅作品，幅幅别具一格，力透纸

背，书体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据

悉，此次展览将持续到5月21日。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

风”重要讲话精神，积极推进“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活动的深入开展，特举

办此次书法邀请展。

本次展览由中共河南省纪律检

查委员会、中共河南省省直机关工

委、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洛阳市委宣

传部、河南省书法家协会主办；中共

洛阳市委市直机关工委、洛阳市文

联、河南省省直文联承办；洛阳牡丹

书画院，洛阳水利建设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协办。

张良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河

南省直文联副主席，河南省书法家协

会理事，河南省青年书法家协会常务

副主席。张良以一个艺术家应有的

责任和担当，以他成熟而又深厚的书

法功底，将古往今来名贤大家的家

风家训经典熟稔于心，诠释着对家

风的独到理解。 （本报记者）

“墨韵·家风”张良书法邀请展
在洛阳举办5 月 13 日，在镇

平县马庄乡白衣堂

村，香港合利蔬菜种

植场的工人们在收

获广东菜心。该蔬

菜种植场成立 10 年

来，长年种植广东菜

心、芥蓝、豆白等供

港蔬菜，还为 200 多

名农村剩余劳动力

提供了就业岗位。

本报记者杨远高摄

三门峡黄河文化
旅游节25日开幕

供港蔬菜
助农就业

镇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