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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主题党日“党味”浓起来

●● ●● ●●

打好“连环战”创美好生活环境

□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本报通讯员 单保良

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

环境与幸福生活的新期

待，不断改善城乡人居环

境，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打造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

格局，这是商丘市梁园区

一直努力的动力和目标。

为此，该区掀起了人居环

境整治新高潮，形成了迅

速行动，人人动手，家家行

动，创造美好环境局面，打

造宜居家园的号角正铿锵

有力地响起。

“变蛋王”的生意经

日前，民权县孙六镇顺民专业种植合作社的工人们在
采摘黄花菜。目前，该合作社种植的200亩黄花菜已进入
收获期，亩产值可达 2 万元，成为当地农民的“致富之
花”。 8 傅青 摄

“我们体育小区建设有20多年了，以前
是对门邻居不相往来，垃圾遍地无人问津，
杂草丛生蚊蝇飞舞，自从成立了小区党支
部，这一切都得到了彻底改变，支部谋划，
党员带头，居民动手，把小区装点成了一幅
画！”位于平原路商丘师范学院南侧的梁园
区平原办事处体育小区内，几个居民向记
者讲述他们小区的新变化。

小区内草坪围设绿栅栏，墙面宣传新
风尚，广场安装健身器材，两棵泡桐威武雄
壮，在烈日下投下两片绿荫，几位老人围坐
树下，闲聊天，下象棋，满园笑声关不住，一
幅画卷在眼前。

社区党支部书记彭德琴告诉记者，体
育小区共有 80户 200多口人，党员 32名，
每月召开一次党员民主生活会，生活会上
大家畅所欲言，为小区建设提建议出主
意，都很热心。在小区人居环境综合治理

过程中，党员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上到
80 岁的老党员，下到刚刚迈入组织的新
党员，以身作则，发挥好新时代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脏活累活件件参与，既是指
挥员又是战斗员，为了家园美，不畏烈日
晒。

记者还发现梁园区八一路归德一胡
同、绿苑路、前进街、合欢路杨庄村等背街
小巷的道路干净整洁，随处张贴的小广告
也不见了踪影，与之前脏乱的面貌完全不
同，周边居民纷纷为整治后的优美环境叫
好点赞。

据悉，目前梁园区共铺修背街小巷500
多条，栽植了绿化树，布置了盆景花草，彻
底解决了困扰社区居民多年的出行难、“颜
值低”问题，为人民群众创造了“整洁、舒
适、安全、美丽”的居住环境，把老旧小区都
建设成群众宜居宜业的“安乐窝”。 8

□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本报通讯员 甄林 段海臣

“党支部主题党日活动，规范了农村党
组织的组织生活，引导农村党员能学、能
悟、能干，有效提升了农村党组织的凝聚力
和向心力，应该严格按照要求，长期坚持开
展。”7月 16日，提起党支部主题党日活动，
驻睢县河堤乡李环溪村第一书记李书恒称
赞不已。

自 2017 年以来，睢县着力推进、抓实
基层党支部建设，规范完善“党支部主题党
日”制度，把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
抓在日常、严在经常、落在平常，使“党支部
主题党日”成为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的有效载体，把从严治党方针向纵深发展、
向基层延伸。

既有“形”又有“料”

“我们把每月的5日固定为党支部主题

党日，不仅在形式上多样化，在内容上更是
不断创新，越来越丰富多彩，使每一位参加
活动的党员干部都受益匪浅，使每一次活
动都能收到预期效果。”睢县县委常委、组
织部部长王海涛说。

组织形式“活”。由县委组织部统筹安
排，一月一主题，覆盖全县 1000余个党支
部、2万多名党员。针对流动党员，打造了

“党支部主题党日”手机短信平台，确保了
流动党员离乡不离党、离乡知乡情，增强对
党组织的归属感，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影
响力。

活动内容多。在开展“党支部主题党
日”前，以突出思想性、时代性、针对性和实
效性的要求，首先征求党员、群众的意见和
建议，根据意见及时调整改进。各级党组
织和党员结合实际，灵活组织开展重温入
党誓词、现场缴纳党费、传统文化及红色教
育、集中培训、民主评议、帮困扶贫等 10多
个主题活动，使组织生活接地气、有实效、
受欢迎。

2018年至今，该县相继开展了“开好组
织生活会、开展民主评议党员”“深入基层
真帮扶、群策群力助脱贫”“不忘初心 牢记
使命”等为主题的学习教育，并组织党员撰
写个人心得笔记，对党支部的重要决策和
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进行民主议
事，及时公开决议决策过程和结果。目前，
全县32名县级党员领导干部在20个乡镇、
32个重点企业巡回进行了专题调研、讲党
课活动，全县各党支部书记讲党课 900多
场次。

创新“新思想+新形式”

“如今睢杞战役十八勇士已离开我们80
多年，但他们英勇无畏、艰苦奋斗的精神一
直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新中国成立70年
来，俺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踏着革命先烈
的遗迹，一步一个脚印地艰苦奋斗，逐步由
贫困走向富裕。”在睢县河堤乡马路口村，有
着46年党龄、现年74岁的支部书记王思安

经常在主题党日为大家讲述革命故事。
这是该县积极创新“自选动作”，拓展

“两学一做”的内涵外延，在人员参与上
“+”，集中群众智慧的又一新形式。邀请
老革命、老战士讲述革命故事，教育引导
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邀请支部所在地
致富带头人为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出谋划
策，把群众的智慧集中到乡村振兴的实践
中来。

在内容安排上“+”，呼应群众期盼。组
织党员进村入户，深入田间地头，与群众特
别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五保户、低保户进行
访谈交流，了解群众所需所盼所求，倾心竭
力解难事、办实事，使活动实打实、接地气。

在实践形式上“+”，扩大群众基础。组
织党员因地制宜开展政策宣传、爱心募捐、
文艺下乡、健康义诊等志愿服务活动，不仅
党员要全员参加，而且根据需要把群众发
动起来、凝聚起来，增强乡村振兴内在活
力，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8

□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本报通讯员 袁国豪 王永亮

一枚小小的鸡蛋，经过他的妙手加工，就能变成可长
期储存的美味食品——变蛋。也就是这一枚枚变蛋，为他
积累了人生财富。他就是卧龙镇人送外号“变蛋王”的张
绍志。

今年58岁的张绍志，家住永城市卧龙镇镇区。看到街
坊邻居都做起了小生意，他也按捺不住，也想自己创业。
但由于盖房子花掉20多万元，家里根本拿不出本钱来。正
发愁时，一位做蛋鸡养殖的同学找到了张绍志，经过协商，
同学按照市场批发价赊账供给他新鲜的鸡蛋进行销售。

2012年，张绍志批发销售鸡蛋 400多吨，但是在运输
过程中，经常出现被碰坏以及变质的鸡蛋，影响了收入。
怎样才能解决这一问题呢？

“后来我学习掌握了变蛋加工技术，现在我每年大概
加工销售变蛋60吨。”张绍志告诉记者，他对加工变蛋的原
材料要求非常严格。加工变蛋的原材料主要有食用碱和
生石灰，别小看这两种不起眼的加工材料，一旦调配比例
不协调的话，加工出的变蛋蛋体发黑，口感苦涩，难以下
咽。所以，加工变蛋的配料至关重要，就连包制变蛋的谷
糠他都会亲自购买。

“张老板加工的变蛋口感滑嫩，蛋体透亮，蛋黄留香，
深受我们亳州消费者的喜爱，每天我都销售一两千枚变
蛋。”一位来自亳州的臧姓客户夸赞说。

目前，张绍志已向永城市工商局申请商标，拓宽变蛋
的销售渠道。下一步，他准备到外地学习缠丝蛋的加工技
术，进一步增加鸡蛋深加工的品种，延伸鸡蛋加工产业链，
带领家乡群众一起致富。8

本报讯（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通讯员 侯国
胜）7 月 15日，记者获悉，商丘市法学会软法研究分会成
立，这是河南省成立的第一个软法研究会，也是目前中国
第一个地方软法研究会。

我国的软法研究兴起于 2005年，全国政协原副主席
罗豪才教授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成立了软法研究中心，团结
了大批软法研究者。2015年，中国行为法学会软法研究分
会成立，进一步团结了全国的软法研究力量，软法研究者
横跨法理、行政法、经济法、国际法等诸多学科，软法研究
呈现出欣欣向荣的趋势。

商丘市法学会软法研究分会是非民间公益性组织，该
会的成立开启了国内地方成立软法研究会的先河。今后，
商丘市法学会软法研究分会将把党建工作与推动法学研
究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把软法研究和服务人民、服务社会
紧密结合起来，打造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典型示范与全面
推广相结合的调研实务“高地”，为繁荣软法研究、创新法
治实践、推进全面依法治市作出更大贡献。8

本报讯（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通讯员 李超）7
月 15日，虞城县广大干部职工深入城区一线，开展义务劳
动，积极参与国家园林县城创建工作。旨在不断提高城市
整体绿化美化水平，推动形成全社会关注生态建设、参与
环境治理的浓厚氛围，以实际行动为创建国家园林县城出
力添彩。

在现场，大家纷纷拿起扫帚、垃圾钳、铁锹等劳动工具迅
速投入到义务劳动中。挥锹铲土、清草除杂、全面清理内行道
树和绿地枯枝死草，对片区环境进行综合整治，不留死角。

当日，全县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直属单位以
及志愿服务团体、部分企业等2000多名干部职工参与了此
次活动，对城区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区域内的行道树、公园
绿地枯枝死草进行清理，大大提升了城市人居环境。

“作为一名志愿者，在这次义务行动中能为创建国家
园林县城献出我们的一点力量，不仅增强了志愿者的义务
服务团队精神，同时在创造美的环境中我们能够更加放松
自己，通过我们的双手让虞城更美丽。”一位参与义务劳动
的志愿者说。

据了解，为强力推动省级文明城市、国家园林县城创建
工作，该县号召广大干部职工在每周一、周四下午集中开展
城区内道路清洁义务劳动。通过全员参与、明晰责任、优化
流程、分级管理，让广大干部职工在亲近自然、融入自然、体
验自然的同时，着力解决城区街道、公园广场、责任片区管护
不到位等突出问题，加快建立完善城镇网格化管理体系，以

“绣花”功夫和“工匠”精神，提高园林绿化景观管理水平，让
广大居民在“春赏百花夏戏水，秋游美景冬踏雪”的宜居环境
中生活，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8

国内首个

地方软法研究会在商丘市成立

虞城县

2000多名干部职工参加义务劳动

图片新闻

从春雷滚滚的阳春，到热浪滚滚的
盛夏，梁园区把工作重心转移，聚焦乡村
振兴，重点改善提升城市农村人居环境。

8个办事处、8个农村乡镇，想改善人
居环境谈何容易，怎么有效长久地改善人
居环境是梁园区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必须打一场大战，而且还要打得
漂亮。我们借鉴外地先进经验再结合
本地实际，制定了一个打赢改善和提升
人居环境‘连环战’谋略图，务必为群众
创造一个美丽宜居的新家园。”梁园区
区委书记薛凤林说。

提高政治站位，打一场综合整治
“攻坚战”。为有序推进工作开展，他们
成立了高规格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指挥
部。把全区划分 8个战区，抽出班子精
干成员任战区指挥官，各战区指挥官向
指挥长递交“军令状”，明确利用 3个月
的时间，动员全民参与，家家行动，按照
标准整改提升，抓实抓细抓出成效，彻
底改变村容村貌。

形成联动合力，打一场农村垃圾
“围歼战”。干部群众联手上阵，人人有
任务，家家有目标，村村有规划，做到家
家户户“三清一改”，村内村外“三无一
规范一眼净”（即村内及周边无垃圾堆
放、无污水横流、无杂物挡道；日常生产
生活用品堆放规范有序），目标直指围
村垃圾、道路垃圾、河道垃圾、房前屋后
和背街小巷生产生活垃圾，重点管控农
村畜禽养殖粪便，确保农村养殖实现

“三退三进”（即退出散养、退出庭院、退
出村庄，进入规模场、进入合作社、进入
市场循环），让村庄更干净更美丽。

完善机制，打一场维护人居环境
“持久战”。做好了就要保持，干净了
不能反弹，为长期形成保持人居环境
提升整治高压态势，他们成立了专项
督导组，跟踪督导，靠前督导，时时督
导，按时为各乡镇整治情况排名打分，
严格落实奖惩措施，有力推动工作进
展，把乡风文明的美丽乡村展现出来，
把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提升上来。

7月 13 日上午，商丘黄河故道森林公
园内，空气清新，格外凉爽。在一块电子监
视屏上面，显示负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
米3240个，超过世界卫生组织规定标准（每
立方厘米1500个）1740个。森林公园是天
然氧吧，雨后负离子浓度可达到每立方厘
米5000多个。

黄河故道林深似海，依林傍水有人
家。黄河故道在梁园区绵延 43公里，犹如
一条莽莽苍苍的玉带，将4个乡镇的数十个
村庄串在一起，从森林公园开始，记者走访
故道两岸人家，一起感受梁园区大力实施
乡村振兴推动人居环境大提升的脉动！

该区双八镇中村村委会对面，有两个
东西相邻的坑塘。在这里，记者看到两个
坑塘西大东小、西清东浊。两只船正在东
侧的浊水里打捞垃圾，很远就闻到臭味。
岸边停着的一辆铲车，负责把打捞上来的
垃圾装车运走。

“西侧的坑塘大概10亩，也是刚刚清理

结束。东面这个坑塘大概6亩，虽然面积不
大，但是几十年来一直是村民的垃圾坑，所
以清理后又有垃圾出现。他们请的是外地
专业清理队，一定会高标准完成任务。”负
责清理池塘的梁园区城管局渣土办副主任
张予东告诉记者。

为治理脏乱差，梁园区组织群众平整
道路、疏通沟渠、修建公厕、植树绿化、禽畜
归圈、整理庭院。同时，彻底治理坑塘垃
圾，让黑水变清，然后再承包出去，种藕养
鱼，让废旧坑塘变为生态发展、美丽乡村建
设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乡村振兴，从人居环境整治做起。在
梁园区八个乡镇，村民家家门口都有乡镇
配发的垃圾箱，生活垃圾日产日清，建立健
全了农村垃圾“户分类投放、组统一保洁、
村统一收集、公司统一清运、区监督考评”
的处置机制。村庄昔日到处可见的柴火
垛、杂草、垃圾堆、砖堆不见了，映入眼帘的
是整洁的道路、美丽的花草。

建一个干净美丽的新农村

让党员发挥新时代模范作用

打一场改善人居
环境的“连环战”

我们体育小区建设有 20多年
了，以前是对门邻居不相往来，
垃圾遍地无人问津，杂草丛生
蚊蝇飞舞，自从成立了小区党
支部，这一切都得到了彻底改
变，支部谋划，党员带头，居民
动手，把小区装点成了一幅画！

梁园区着力改善人居环境，创造生态宜居家园 单保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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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园区掀起人居环境整治新高潮

睢县着力推进抓实基层党支部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