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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新闻统筹 黄业波 闫鹏亮

本报讯（记者 黄业波）一座
城，文明卓然；一群人，奋楫笃
行。文明之火传承不息，建设步
伐前进不止。

2019年10月，睢县被确定为全
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
县，两年多来，该县突出常态抓实
践，让文明实践活动与乡村振兴、社
会治理、文明创建有效结合，打通服
务群众、凝聚群众的“最后一公
里”，掀开了新时代文明进程的新
篇章。如今，放眼睢县，新时代文明
实践之花处处绽放，生机无限……

与推动乡村振兴相结合。围
绕“一老一小一青壮”，着力打造

“孝善睢县 德润水城”，采取家庭
为主体、子女为主力、党委政府
引导、社会积极参与的孝善敬老
新路子。设立县乡村三级孝善基
金，向 1.8万名老人发放孝善基金
2亿多元，连续 4年举办全县“孝
善敬老”模范表彰大会，对 1.6万
余名三级孝善模范进行表彰。开
展孝善文化大讲堂 360 期，组织
1.2 万名志愿者与老人结对帮扶，
在全县形成爱老助老敬老的良好
社会氛围。启动“大爱无孤”志
愿服务项目，对全县293名孤困儿
童开展精准帮扶，对158名困难学
生进行一对一、多对一学业就业
资助。借助乡村“复兴少年宫”
打造，调动社会各方力量，与学
校、家庭共同促进广大未成年人
身心健康。开通12345就业服务热
线，“就业援助月”“春风行动”等一
系列志愿服务活动的开展，帮助 2
万余人走上工作岗位。

与创新社会治理相结合。以
文明村镇创建为引领，以创建“乡
风文明红旗村”为抓手，健全“一约
五会”村民自治体系，开展“乡村光
荣榜”“星级文明户”创评和“家风
家训”征集活动。建立2000多名未
婚青年网上相亲平台，成功举办三
届公益相亲大会，六届零彩礼“集
体婚礼”，实施红白事报备制度，推
动移风易俗。

与助力文明创建相结合。将
文明实践融入“五大创建”建设
大局，启动“文明城市·志愿有
我”“志愿服务月”“志愿服务乡
村行”等专题志愿服务活动，有
效推动志愿服务遍地开花。培育

“新时代宣讲师”“爱心早餐”“孝
善敬老”“疫情防控”“快乐成长——支教乡村复兴少年宫”等
35个文明实践品牌服务项目，开展各类文明实践活动 8000余
场次，受众 60万人次。考验如火，淬炼如金，疫情防控阻击
战打响后，睢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志愿服务体系应势而动，
汇聚各方力量，有序有力组织 4000多名志愿者投入到疫情防
控工作一线，用责任和担当凝聚起战胜疫情的强大力量，用行
动彰显家国情怀。

该县还组织开展“万名党员帮万户”“我为群众办实事”等主
题实践活动 300多场次，征集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4138件，推行

“13710”工作法，精准派单，限时办结 3786件，做到以群众所需
为导向，更好地服务群众，打通文明实践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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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睢县城区的利民河带状凤仪湖公园，绿草茵
茵，湖水清清；亭台轩榭、楼阁相互映衬，水上栈桥、拱桥相
得益彰……

近期，睢县强化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以全国文明城创建
为抓手、实施9湖通航、打造城区“十纵十横”20条示范性主
干道路、建设100个口袋公园的“1921”行动计划。

利民河凤仪湖公园是打造的100个口袋公园之一。该
园经过生态修复工程和黑臭水体综合整治后，现已打造出
利民河驳岸总长度5.57公里，占地面积868亩，集艺术、休
闲、运动为一体的湿地公园。

本报融媒体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甄林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甄 林）“同志们，近日我
县遭遇特大暴雨，据巡查员报告，惠济河夏楼闸已达到警戒
水位。为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现在立即进入战
斗状态，坚决完成抢险救灾任务！大家有没有信心？”5月 16
日，睢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县水利局局长刘洪建在
睢县惠济河段板桥闸处开展的防汛抢险救灾模拟应急演练中
发出指令。

随后，身着迷彩服的 24名应急救援队精神抖擞，按照部
署，立即进入各自的战斗阵地。“电动设施已启动。”“1号闸
门已开启到位。”“设备运行正常。”抢险人员陆续报告……

“随着汛期来临，提高防汛抢险的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势
在必行。”刘洪建说，该局坚持以防为主，以防、抗、救相结
合的方式，连续组织了三次以应急队伍集结、救援落水人
员、水闸抢险为内容的模拟应急演练。通过演练，提高防汛
应急救援人员快速、高效、有序地掌握救援程序和方法，同
时查找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并检验防汛应急
指挥中心的指挥作战能力、集结能力、快速反应能力和应急
处理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据悉，今年以来，该局已清理河道 39条，全县沟渠基本
达到排水通畅；实行“河长+互联网”管理，在重要河流安装
监控摄像头 56个，利用无人机开展水利工程巡查，调整充实
县乡村三级河长 500余名，明确巡河员、河湖管护保洁员近
2000名；新增购置编织袋 10万条、救生衣 200件，准备了砂
石料和抢险机械，为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做好了充分准备。

睢县水利局

严阵以待迎汛期
未雨绸缪保安全

本报讯（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陆 曦）近日，在河南
志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睢县凤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带
领河南农业大学实习生举办传统文化活动。“这次活动很
有意义，回去以后我要把学到的知识用到实践中。”参加
活动的实习生说。

该公司位于睢县尚屯镇，成立于2004年3月，占地面
积 200亩，总投资 9000万元，集研发、培育、种植、社会实
践教育、创作、加工、科普教育、家庭美化、绿化设计等于
一体。该公司先后被授予河南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全
国示范性农民田间学校”“河南省示范性社区学校”、河南
省特色文化社区、河南省科普宣传先进单位、商丘市科普
教育示范基地、商丘市中小学生研学基地、商丘市中小学
生劳动教育实践基地等荣誉称号。

目前，该公司成立了科技志愿者服务队，在中国科协
“科技志愿服务信息平台”注册22人，累计开展志愿服务
活动1320小时；投资建设并运营了睢州美术馆、好风相从
文化活动服务中心、豫东民俗博物馆、好风相从科技馆、好
风相从科教幼儿园等项目。

近年来，为提高重点人群的科学素质，弘扬科学精
神、普及科学知识、促进文明建设、助力乡村振兴，该公司
先后举办了高素质农民科技服务培训活动22场次、青少
年科技教育公益活动12场次，接待文化旅游、研学旅行、
劳动实践教育、高素质农民培训、职业农民培训、书法爱
好者、青少年科技教育培训等各类群体约1.2万人次。

河南志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科技志愿服务助力乡村振兴

5 月 18 日，民权县白云寺
镇杨楼村菜农张安正在茄棚里
采摘茄子。据悉，新年刚过，张
安的合作社在该镇财政所的牵
线搭桥下，与郑州丹尼斯商场
签了订单，试种了 10 亩茄子，
每年每亩茄子收益2万多元。

本报融媒体记者 闫鹏亮 摄

民营民营之星之星
主办主办：：商丘日报社商丘日报社
协办协办：：民权县委统战部民权县委统战部

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经过训练，我们提高了在苦
难中坚守、在逆境中奋进的本领，这次军训活动很有意
义。”5月 18日，民权县纪委干部毛志勇对单位开展的集
中军训活动深有感触。

据悉，为提振干部精气神，增强单位凝聚力，树立机
关形象，民权县纪委监委从5月16日起，利用每天下班后
的一小时时间，在机关干部中开展为期半个月的军事训
练活动。

5月18日，记者在该机关大院看到，全体干部在教
官的认真指导下，认真领会每一个动作要领。参训人员
一丝不苟、服从指挥，力求准确规范，展现了“经得起
磨砺、顶得住压力、打得了胜仗”的新时代纪检监察铁
军风采。

据该县纪检监察部门负责人介绍，开展这次军训活
动，旨在磨炼纪检监察干部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坚强意
志，树立新时代纪检监察干部集体主义精神风貌，增强大
家的团队意识、协作意识、纪律意识，为切实提升纪检监
察干部队伍整体素质打下坚实基础。参训人员纷纷表
示，要把优良作风和精神状态带到工作岗位上，担当尽
责、奋发有为，为扎实推进全县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作贡献。

民权县纪检监察干部

强化培训练精兵

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韩 茜）“我流转 100亩
地种菜，主要种香菜，眼下正抢抓时节收获，最近天气好，
收成也好，能挣三四十万元。”5月 19日，正在采收香菜的
民权县北关镇任庄村菜农赵道彬欣喜不已。

据赵道彬介绍，入夏以来，随着气温逐步升高，香菜也
进入收获季，合作社的村民连天加夜采摘香菜并及时销往
各地。

在采摘现场记者看到，遍地油绿发亮的香菜生机勃
勃，几十名村民忙着采摘，他们将地里的香菜采下后整齐
摆放，负责捆扎装箱的村民按照顺序一一规整装箱，简单
处理后，新鲜的有机蔬菜将按照订单销往周边商超、集贸
市场及全国各地。

该镇近年来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产业、深化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积极调整农业生产方式、组织方式、管
理方式，加快农业产业体系建设和土地流转，扩大规模

经营种植。
赵道彬是该镇土地流转大户之一，2019年 6月，他

以每亩地700元的价格，在任庄村流转土地100亩，发展
蔬菜种植，主要种植香菜，一年种植4至5季，每亩产量
约 1000公斤，每年增收七八十万元。他还有 4座蔬菜大
棚，种植小青菜等各类蔬菜，乡邻羡慕不已。“近两年，
受疫情影响，我开始发展网络销售，利用互联网接收订
单，将新鲜蔬菜销往周边集贸市场及全国各地，只要物
流走得通，就能快致富。这几年不仅自己腰包鼓了，还
常年带动周边群众采摘蔬菜，采收旺季有 60名群众务
工。”赵道彬说。

“有活干的时候给俺打电话，就在家门口工作，不耽误
照顾家里，一天能挣150元，当天结清，每次有活我都来！”
正在采摘的村民赵萍声音爽朗，动作麻利，说话间割下一
排香菜。

香菜只是该镇特色种植的一个缩影，任庄村的老党员
郑克印也是种植大户，他有多年种植山药的经验，去年他
以每亩地1700元的价格流转了50亩土地种“铁棍”山药和

“西施”山药，除了在周边零售，更多的直接运送到外省加
工厂，销路不愁。

在该镇西村、南村流转土地 1000 余亩，种植高产土
豆，对点销售至民权高新区的河南大一农业科技公司，公
司兜底价格让农民有保障。这是该镇的土豆种植试点，后
续还将在全镇逐步扩大种植面积，带领更群众致富。

该镇党委书记王斌介绍：“在当前疫情严峻复杂的形
式下，北关镇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工作，我们依托本
地资源优势，发展特色种植，打‘绿色’牌，走‘有机’路，发
展以“党支部+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努力做到抓
好一个项目、打造一个龙头、形成一个产业、创建一个品
牌，为群众增收开辟新途径，也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民权县北关镇

特色种植鼓起农民钱袋子

睢县·民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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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融媒体记者本报融媒体记者
黄业波黄业波 摄摄

颀长的身材，朴素的装束，举止雷厉风行，说
话掷地有声，给人一种干练自信的印象——她
就是民权县人大代表、河南省龙门新型建
材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兼财务总经理刘
巧玲。

“无论做什么工作，只要踏
踏实实，都会有所收获。” 5 月
18 日，在位于民权县孙六镇工业
园区的河南省龙门新型建材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刘巧玲在讲述自
己的人生经历和职业生涯时坚定
地说。

1992年3月，31岁的刘巧玲在
福建省长乐市潭头双利轧钢厂任财
务出纳，经过 6年多的业务锤炼，刘
巧玲于 1998 年来到河南中牟，参与筹
建中牟县闵航轧钢厂。

2008 年，孙六镇作为河南省循环经济试点
区，总投资 96亿元的国电民权电厂成为孙六镇发展的
龙头企业，其运营发电年产煤灰渣50多万吨，这些工业

废物的后续处理蕴含着巨大商机。敏锐的商业嗅觉
和敢做敢干的风格，让当时满腔热情的刘巧玲

坚定地踏上了孙六镇这片热土，创办了
河南省龙门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壮大，眼下
该公司已从名不见经传的小企
业，发展到现在拥有 2条年生产
能力 2亿块蒸压粉煤灰砖和 20万
方加气混凝土砌块的生产线。先
进的机器设备，以人为本的管理
理念，职工队伍稳定在 200人左
右，2020 年依法纳税 564 万元，
2021 年受疫情及行业环境影响，
仍实现纳税449万元，为民权经济

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河南省龙门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先

后获得了“民权县企业发展进步奖”“民权
县立信示范单位”“民权县县长质量奖”“中原建

筑行业优秀供应商”“文明诚信企业”“河南省名优产
品”“疫情防控工作优秀企业”等诸多荣誉。刘巧玲也连

续被推选为民权县第十五届、第十六届人大代表。
“作为县人大代表，就是要敢于担负起政治责任，公

司2008年创建，经历了太多困难，但是每次遇到困难我
都会想，我的身后不仅有家人的期盼、有几百名员工相
助，更有自己应负的社会责任，再难也要挺过去！”刘巧
玲坚定地说。

刘巧玲乐于奉献，积极投身关爱职工、扶贫济困、
捐资助学、疫情防控等工作中。此外，她还先后捐资助
力王庄寨镇王子树村、双塔镇闫寨村脱贫攻坚工作，为
王桥镇郝庄小学捐钱捐物，资助家庭困难的学子，逢年
过节到孙六乡敬老院看望老人。

“非常感谢河南省龙门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给予我们
物质上的支持和精神上的鼓励。”王桥镇郝庄小学校长提
及刘巧玲的无私援助感激不已。

叱咤商场的企业家刘巧玲，以牢记使命、担当有为、
诚信立业、回报社会为经营理念，以巾帼不让须眉的拼搏
精神，完美地诠释着干事创业回报社会的正能量，展现了

“有能力、有魅力、有实力”的新时代女性风采，为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

乐于奉献的巾帼企业家乐于奉献的巾帼企业家
——记河南省龙门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刘巧玲

文/图 本报融媒体记者 闫鹏亮

刘巧玲参加民权县第刘巧玲参加民权县第
十六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十六届人大第一次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