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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邵冬青刘忠士 记

者李燕）秋日的古城，微风拂面，阳光和

煦，站在碧波荡漾的南湖岸边，放眼望

去，500年的古城与古城外的现代化建

筑交相辉映。傍晚时分，当落日余晖遍

洒黛瓦粉墙和青石板路，位于商丘市睢

阳区的古城也渐渐热闹了起来。

9月 26日，记者看到，工人正在商

丘古城墙外维修线路。随着国庆节临

近，商丘古城南门楼及周边景区正在加

紧施工，维护提升，以全新面貌展示“殷

商之源·大美商丘”的良好形象。

商丘古城位于商丘市睢阳区，为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自契建都为始，已有

四千多年的历史了，它像一颗明珠，镶

嵌在豫东大地上。这座古城，秦到唐时

称睢阳，宋称应天府，金至元、明、清多

称归德府。俯瞰城池，里方外圆，形如

古铜钱。宽阔的护城河，碧波荡漾，环

绕着全城。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

色。”漫步在商丘古城，目光所至，皆是

风景，晚风带着清爽的凉意，随着暮色

浸染开来。“游商丘古都城，读华夏文明

史。”商丘古城，作为一座传承了数千年

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名城，其魅力不仅

在于千百年厚重历史的古城池和古建

筑，古城居民数千年来文化传承、信仰

传承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才是古城独特

魅力之所在。

这里有一生坚持忧乐思想的范仲

淹，他刚正不阿，为国为民鞠躬尽瘁。

“宋亡，范公不亡”的范仲淹为世人垂

范，他秉承“有教无类”“天下大同”理

念，勤勉督学、以身示教，每当谈论天下

大事，辄奋不顾身、慷慨陈词，士大夫矫

正世风、严以律己、崇尚品德节操，孕育

忧乐思想的应天书院也成为后世文人

心中的圣地。应天书院为北宋最高学

府，据了解，北宋初书院多设于山林胜

地，唯应天书院设于繁华闹市，人才辈

出。随着晏殊、范仲淹等人的加入，应

天书院逐渐发展为北宋最具影响力的

书院，位居北宋四大书院之首。

这里是微子启建立宋国之地，是中

国微子文化的发源地和传承地。作为

宋国的始祖，微子天性善良、地德忠厚，

被孔子、司马迁等称颂为殷商“三仁”之

一。在历史文化名城商丘，微子是家喻

户晓的历史人物，微子信仰已融入地方

文化生活，形成大量与之相关的故事传

说、歌谣谚语、姓氏文化与民俗活动等，

并留存有传说中的微子墓、微子祠等历

史遗迹，被命名为“中国微子文化之

乡”。

历史的更迭和多次黄河泛滥，商丘

古城历经沧桑，文脉和格局延续至今，

依然散发出光彩夺目的文化光芒。

本报讯（记者李燕 通讯员李德红
王蕾）“自从创建‘五星’支部以来，俺村

环境更好了，村民的收入渠道拓宽了，

日子越过越顺心。”9月23日，记者来到

永城市高庄镇车集村，提起“五星”支部

创建工作，村民李文礼兴奋地说。

车集村是“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河南乡村旅

游特色村”、河南省“一村一品”示范

村。该村大力发展花卉产业，2021年

全村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亿元，人均可

支配收入 29450 元，村集体经济收入

50余万元。

今年以来，车集村按照“五星”支部

创建工作要求，对照支部过硬、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平安法治、文明幸福等创

建任务，强化党建引领，加快产业发展，

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零”创

建、乡风文明培育等工作，以“五星”支

部创建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真是太感谢了！”9月 23日上午，

在车集村便民服务站，村民郭亮亮领取

社保卡后激动地对工作人员张莎莎说，

“办事不出村，真是太方便了。”这样的场

景在车集村很是常见。自“五星”支部创

建工作启动以来，车集村坚持把“支部过

硬星”作为创建的政治引领，以“我为群

众办实事”活动为抓手，对照“支部过硬

星”的要求，发挥69名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争取做到“三好一严格”，即争当好

支书、建设好班子、锻造好队伍、严格组

织生活，不断夯实党建基石。

同时，车集村还以争创“生态宜居

星”和“文明幸福星”为抓手，持续推进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近年来，车集村以美丽乡村建设为

契机，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抓手，以

自然生态、人文景观、乡村生活为依托，

立足村内资源优势，先后投资1200万

元，打造休闲观光景观带、乡村旅游产

业带，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为营造良好的治安环境，2013年，

车集村成立了由村内党员、村民代表、

志愿者组成的治安巡逻队，目前该巡逻

队已经发展了3支队伍，并配备专业设

备，通过网格化管理，为群众营造安全

的生产生活环境。“自‘五星’支部创建

以来，我们村为争创‘平安法治星’持续

健全巡查巡逻和示范建设机制。”车集

村党支部书记刘文成告诉记者。

车集村花卉种植面积为550亩，其

中，温室大棚约20万平方米，2021年实

现产值超过8000万元，每年可为村集

体经济增收30万元。“我们村立足自身

产业优势，以花卉产业为发展‘一村一

品’的切入点，全力争创‘产业兴旺

星’。”刘文成告诉记者，除发挥花卉产

业优势外，车集村还以创建“产业兴旺

星”为抓手，整合村内的服装加工厂等

企业，打造小微服装产业园，持续增加

村级集体经济收入。

“我们将坚持把‘五星’支部创建工

作与‘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乡村振兴

等各项工作相结合，落实落细创建‘摘

星’工作，用实实在在的‘五星’支部创

建成果，增强群众的获得感、荣誉感、归

属感和幸福感。”提起下一步发展，刘文

成信心满满。

本报讯（记者李燕 通讯员孙海
峰魏祎）9月23日，永城市委书记、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高大立带队到河南能

源集团，与集团董事长梁铁山、党委副

书记刘同胜、副总经理王照生等举行

会谈，双方就在永城开展项目合作相

关事宜进行了深入对接交流。

梁铁山首先对高大立一行的到

来表示欢迎，对永城市委、市政府长

期以来给予集团的支持和帮助表示

感谢。他说，永城市营商环境优越，

多年来为河南能源集团在永城企业

的发展和项目建设提供了全面的政

策支持和优质的服务，企地关系友好

密切。当前，河南能源集团正在加快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积极拓展延伸化

工新材料产业链，推进企业实现高质

量发展。下一步，希望永城市委、市

政府一如既往地支持河南能源集团

在永城企业的发展，充分发挥各自优

势，不断深化合作交流，携手并进实

现企地共赢。

高大立代表永城市委、市政府感

谢河南能源集团多年来为永城市经济

发展给予的支持和作出的贡献。他

说，河南能源集团产业资源丰富、基础

扎实，企业管理和人才技术优势明显，

化工新材料产业转型升级迈出了高质

量发展步伐。永城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与河南能源集团的合作发展，将

一如既往全力支持企业在永城的建设

与发展，不断优化发展环境，加大政策

支持力度，加快推进合作项目进度，全

力服务好企业转型升级，不断培育壮

大化工新材料千亿级产业集群，进一

步推动地企高质量发展。

会上，双方还就具体合作事项进

行了深入交流并达成相关共识。

本报讯（记者李燕 通讯员屈文
婷）为加快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

无害化进程，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9

月26日，永城市委统战部组织开展垃

圾分类知识进机关、进社区、进校园

宣传活动，引导市民群众践行低碳、

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活动通过会议、广播、标语横

幅、五级网格群和《致市民群众的一

封信》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商丘

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内

容，讲解垃圾分类目的、意义和基本

方法，引导广大群众树立绿色理念，

营造人人知晓、个个参与的良好舆

论氛围。通过多渠道宣传教育，逐

步消除了部分群众不了解、不明白、

嫌麻烦的心理，增强了垃圾分类意

识。

本报讯（记者李燕 通讯员尉玲）

为当好党外人士思想上的引路人、事

业上的同道人、情感上的贴心人，近

期，永城市马牧镇从三个方面持续发

力，积极做好党外人士统战工作。

注重引导，做好党外人士思想工

作。先后通过召开茶话会、座谈会等

向党外人士积极宣讲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让党外人

士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巨大优越性，进一步统一思想，坚定

信心，听党话、跟党走、感党恩。

注重服务，促进党外人士不断进

步。统筹做好党外人士服务工作，安

排每周五固定积极接待党外人士，听

取其意见、诉求，帮助解决问题。目

前该镇接待党外人士30余人次，帮助

解决各类问题20余项，真正搭建起了

与党外代表人士之间的联心联情桥。

注重沟通，广交党外人士知心朋

友。该镇积极行动起来，按照分组分

工，对党外人士开展上门走访慰问，着

重征集对马牧镇经济社会民生等方面

的意见和建议；积极向党外人士发放

倡议书和慰问信，宣传马牧镇乡村振

兴、“五星”支部创建等重点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屈文婷 丁涛 记

者李燕）9月 24日，永城市龙岗镇组

织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民族团结

进步主题教育宣传活动。

活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为主线，通过设立咨询台、发放宣

传手册、悬挂横幅及面对面讲解等多

种方式宣传民族团结进步等相关政

策法规，让群众深入了解民族知识，

树立树牢民族团结意识。此次宣传

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300余份，进一

步铸牢了广大群众的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提升了广大群众对民族政策

法规的认识和理解，营造了良好的民

族团结浓厚氛围。

本报讯（记者李燕 通讯员王大庆
孙向阳）为进一步抓实脱贫攻坚后评估

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今年以来，永城

市演集街道多措并举，织密防返贫监测

帮扶网，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聚焦网格管理。建立防返贫动态

监测街道、村、组三级网格，常态化开展

排查，实现农户全覆盖。定期对所有脱

贫户和一般农户进行摸排，及时监测建

档纳入。聚焦动态监测。街道主要领

导、村支部书记、帮扶责任人遍访脱贫

户和监测户，提前进行预警，做到风险

主动发现、及早发现，提升工作效率。

聚焦精准帮扶。结合“三联”工作法和

“五星”支部创建，对所有脱贫户和监测

户落实“一户一方案、一人一措施”。对

未消除风险的监测户，由班子成员跟踪

负责。对脱贫户、监测户持续开展“六

改一增”，加大投资力度，确保“两不愁

三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本报讯（通讯员邵冬青 周荷槟
刘忠士 记者李燕）“当门炮、卧槽马、

沉底车、过河兵……将军！”一盘激烈

的象棋厮杀正在进行中。9月26日上

午，在商丘市睢阳区宋城街道天祥社

区日间照料中心，退休老人谢立军、翟

天文在娱乐室里下棋。

整个中心宽敞整洁，布置温馨，给

人一种家的感觉。有的老人在下棋，

有的老人在练习书法，有的老人聚在

一起听戏曲，一派其乐融融的场景。

据了解，为破解“养老难、难养老”

的问题，宋城街道积极推进老年人日

间照料中心建设，构建社区中心与医

疗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先后

在辖区内设立了 7个日间照料中心，

总面积1470平方米，向辖区内所有老

年人免费开放。中心内设书画阅览

室、心理疏导室、康复训练室、休闲娱

乐室、放映室等，为有需求的高龄老

人、空巢老人提供休闲娱乐、保健康

复、生活照料等服务，搭建了一个温暖

的家。这是睢阳区以养老服务需求为

导向，强化政策落实，创新发展思路，

坚持综合施策，全力推动养老服务体

系不断健全的缩影。

用心完善服务网络。该区抢抓国

家应对老龄化发展机遇，积极争取中

央内预算资金4500万元和省级资金

1453万元，大力推进养老服务设施建

设，为老年人提供日间照料、康复保

健、文娱活动等多元化服务，着力构建

起区、街道、社区三级服务网络。目

前，睢阳区敬老院已开工建设，已完善

6个街道级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建成

54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倾心改造服务设施。该区多方争

取上级资金129万元，完善14所乡镇

敬老院消防设施，使各敬老院达到省

级养老机构安全管理标准。积极筹措

资金 152万元，改造提升郭村镇等 5

所乡镇敬老院下水道。

贴心提供优质服务。该区围绕入

住老人吃、穿、住等基本需求，统一为

敬老院院民购置四季衣服、被褥等，强

化养老机构食品、消防等安全管理，按

照标准配齐敬老院工作人员，确保入

住老人“住得安心、吃得放心、穿得暖

心”。

下一步，睢阳区将充分发挥党员、

志愿者的力量，进一步提升日间照料

中心服务质量和水平，更好地关心、关

爱老年人，使老年人的幸福感、获得感

更加充实。

本报讯（记者李燕）今年 44岁的刘

博是商丘市公安局平原派出所中队长，在

他的带领下，该中队今年破获了多起重大

案件。

5月中旬，平原派出所辖区接连发生

盗窃汽车三元催化器案，所长王成文立刻

安排刘博带领民警深入案发现场，通过对

现场分析、调查，该系列案件在作案时间、

案发地点、侵害对象和作案车辆等方面具

有共同特点，刘博敏锐地意识到，该系列

案件应为同一团伙作案，至此一个盗窃销

售三元催化器案的团伙浮出水面，进入侦

查视线。刘博带领民警对作案车辆继续

进行调查追踪，经过连续几天的工作，终

于发现了作案车辆的车牌号，进而锁定并

抓获了犯罪团伙。

8月份，辖区接连发生盗窃车内财物

案件，刘博带领民警对现场进行了走访和

分析，经过半个多月的调查研判，终于发现

犯罪嫌疑人经常落脚的市区某网吧。9月

11日晚，一举抓获全部嫌疑人。该系列案

件的破获，压住了辖区盗窃案件高发的势

头，挽救了多名被蒙骗和唆使的未成年人。

从警以来，刘博用全部的心血与汗

水，为维护法律尊严、促进社会和谐、保护

一方平安做出了应有贡献。

本报讯（记者李燕 通讯员刘改
玲 杨勇）9月 27日，记者从永城市太

丘镇获悉，该镇以陈寔廉政文化教育

基地和淮海战役太丘战斗烈士陵园青

少年红色廉政文化教育基地为依托，

全力打造党员干部廉政文化教育基地

和青少年红色廉政文化教育基地金字

招牌。

该镇通过组织党员干部重温入党

誓词、上一堂廉政党课，青少年听一次

红色故事和廉政文化故事，将廉政文

化寓于红色教育、党史党性教育之中，

使廉政文化教育基地真正成为党员干

部群众陶冶道德情操的重要课堂，成

为增强廉洁自律意识的重要平台，成

为营造廉洁文化氛围的重要载体。

“我镇将坚持发挥廉政文化资源

优势，与党风廉政宣传教育工作深度

融合，加快廉政文化阵地建设，推动廉

政文化建设实起来、活起来、强起来。”

太丘镇党委书记门路介绍道。

永城市高庄镇车集村

“五星”闪耀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高大立与河南能源集团董事长梁铁山会谈时表示

加快推进合作项目进度
全力服务好企业转型升级

永城市委统战部

扎实开展垃圾分类知识宣传

永城市马牧镇

积极做好党外人士统战工作

千年沧桑今犹在 神韵迷人是古风

睢阳区 用心倾心贴心打造老年人“第二个家”

刘博

守护好一方平安

永城市太丘镇 着力打造廉政文化教育基地

永城市演集街道

“三个聚焦”
织密防返贫监测帮扶网

永城市龙岗镇

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主题教育活动

9月26日，工人正在流水线有序作业。商丘市睢阳区娄店乡充分发挥统一战线联系
广泛优势，大力开展“以商招商”活动，引导商会企业鑫晨果食品有限公司从粗加工向精加
工转型，带动周边困难群体100余人就业。本报记者李燕通讯员侯芳王一杰金晶摄

9月27日，村民在永城市刘河镇訾楼村高产高效梨园忙着分拣、包装黄梨，准备销
往砀山、烟台、青岛、上海等地。近年来，刘河镇党委、统战部门在特色产业上做文章，大
力发展优质果品生产，使群众实现了增收致富。本报记者 李燕 通讯员 魏祎刘广 摄

9月18日，在商丘市睢阳区2022年“三秋”新型农机具推广暨秸秆打捆离田综合利用现场会上，党外技术人才、商丘市亿民发
农机专业合作社的陈保障协调玉米自走式联合收割机、打捆机等在玉米田内进行现场作业，从源头上杜绝秸秆堆积和焚烧现象，同
时秸秆打捆离田还能为养殖业提供基料和饲料以及用来发电、造纸等，有效实现了环境保护和经济增收的双赢。

本报记者 李燕 通讯员 李冠臻刘忠士 摄

商丘古城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