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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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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窦娜 李瑞才 文
!

图

周口港口物流产业集聚区"简称周

口港区#位于沙颍河南岸$紧邻中心城

区$区内及周边交通发达$多种运输方

式并存%作为河南省唯一一个以内河港

口为依托的产业集聚区$周口港区让周

口人更加期待明天的港城%你可曾注意

到$每天$港区都有着变化$文明示范村

内的柿子已挂满了枝头$垃圾箱遍布村

内$ 临街居民的外墙进行了统一粉刷&

'两违( 行为得到了有效遏制))成绩

的取得离不开港区工作人员的辛勤付

出$他们如何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为辖

区内居民的生活环境改善做出了哪些

巨大努力* 近日$记者进行了采访+

现场见闻一!名副其实的文明示范

村

采访当日$在李埠口乡大杨楼行政

村高店自然村$记者看到一片繁忙的景

象$村民们正忙着修建下水道$懂绘画

的工作人员正在对临街墙面绘制文明

宣传标语% 虽然天气炎热$但是每个人

都干得很卖劲% ,等到柿子熟了$ 你再

来$我们村才漂亮呢$坐在自家的柿子

树下唠嗑-喝茶$吹着小风$多得劲+ (看

到记者来采访$正在忙碌的几位居民笑

呵呵地说$'现在附近村子的人都来俺

村参观$说我们村的环境好$要向我们

学习呢+ (记者注意到$在高店自然村

内$每隔不远就有一个垃圾箱$村里的

卫生打扫得很干净+

李埠口乡乡长耿峰介绍$高店自然

村是李埠口乡的文明示范村$作为示范

村$这里有
"

名保洁员专门负责清扫村

内街道卫生$清理卫生死角$将居民产

生的垃圾进行收集$ 并送至垃圾收集

点$保证街道无乱倒-乱堆垃圾杂物的

现象+ 截至目前$ 该村已整修绿化带

#$$

平方米$硬化路面
%&'

公里$修建下

水道
%&'

公里$ 清理垃圾
"(

立方米$美

化墙体约
'$$

平方米$极大提高了村民

自觉参与村庄建设的积极性$在全乡起

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李埠口乡下辖
))

个行政村$

%*(

个村民组$ 今后我们将

以高店自然村为原型对每个村进行改

造$ 争取环境卫生早日与市区比肩$让

大家感觉到了港区就像到了一个新的

城市+ (耿峰说+

现场见闻二!"两违#及时治理

为杜绝违法建设行为$港区城管局

自成立起$就将'两违(治理纳入工作重

点$专门组建了'两违(治理大队$建立

了
)+

小时不间断的巡查制度$ 重拳出

击$做到了发现苗头立即制止$严厉打

击了'两违(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

'两违(行为蔓延的势头+

在苑老行政村的临街路上$记者看

到了一片被拆除的'两违(建筑+港区城

管局局长李卫东介绍$前不久$村民在

路边建起了
*

间临街门面房$约
,--

平

方米$被港区城管队员发现后$立即给

予了强制拆除+ 继续向前走$在范营行

政村$路边是一大片碎砖块+ 李卫东介

绍$ 当时这片地上建起了面积约
)---

平方米的两层建筑$城管队员多次下达

限期自拆通知书$ 但对方一直没有动

静+今年春季前后$港区城管局-东新区

和经济开发区城管队员联合执法$对该

处违法建筑给予强制拆除+该违法建筑

的隔壁$是一家经营苗圃的公司$因牵

涉违法用地$港区城管局一并将公司围

墙等附属物拆除+

据了解$ 在违法占地和违法建设

上$港区按照'早发现-早制止-早拆除(

的要求$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对新增'两

违(行为实行'零容忍($积极稳妥-强力

推进-逐步化解历史遗留'两违(问题+

截至目前$港区城管局已制止违法建设

%'

处$拆除违法建设
)%

处$违法建筑面

积达
,-"#

平方米 $ 治理违法占地
%(

起$ 治违面积
'&,

万平方米$'两违(问

题已得到基本遏制+

市民热议!环境卫生需要进一步提

高

虽然在城市管理中$港区取得了一

些成绩$ 但与市民的期望仍相距甚远$

许多热衷于城市管理工作的市民也纷

纷打来电话$对港区的城管工作提出建

议+

'街上大型货车来往频繁$ 经常抛

撒垃圾和渣土$再加上沿路两旁包括绿

化带原是村民家的宅基地$很多村民家

中没有后院$就把临路的人行道当成了

自家院落$习惯乱扔垃圾-堆放柴火和

杂物等$导致街道卫生脏乱$希望相关

部门加大整治$使港区的环境卫生进一

步得到美化+ (居民李先生说+

对此$李卫东表示$为扭转脏乱面

貌$乡财政投入
*

万余元$新建垃圾池

%)

座-公厕
%

所$有效解决了市场垃圾

无处倒-商户如厕难的问题&出动挖掘

机和铲车等机械车辆$运土
+--

余立方

米$填补平整了李埠口大街人行道上的

低洼处约
*--

平方米& 清理绿化带约

'---

平方米$ 清运垃圾约
%"-

余立方

米+ 此外$乡政府每年出资
%,

万余元$

与保洁公司签订承包合同$将日常保洁

列入考核督查内容+ 下一步$他们打算

将李埠口大街每
,-

米分成一段$ 分包

到人$逐段给予整治+ 劝说村民清除杂

物$ 将违章占道的物品堆放到屋内$不

允许门店占道经营$实施门前'三包($

修剪绿化带$加快赶超脚步$使港区的

城市管理工作再上新台阶+

东新区城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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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窦娜 李瑞才 文
!

图

东新区位于周口市东部$ 地处沙河-

颍河-贾鲁河三川交汇处$辖文昌办事处-

搬口办事处和许湾乡$ 地理位置优越$是

周口未来中心城区的心脏+ 近年来$东新

区陆续开工建立了报业大厦- 广电中心-

周口公园-周口文化艺术中心-周口市体

育中心等市级重点科教中心$一大批地产

项目也相继落户并开工建设$迅速提升了

东新区的人气$为加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 地理位置的特殊性$给城管队员带

来了不少的困扰$他们是如何在这种情况

下夺取中心城区春季环境卫生集中整治

第二名的*

*

月
)

日$记者来到东新区城

市管理局进行了采访+

现场见闻一!"两小市场$紧张建设

为全面贯彻落实市政府 .关于加速

中心城区标准化小型菜市场和小型饮食

市场建设的意见/精神$完成市政府下达

给东新区的,两小市场(建设任务$经过

一年的努力$ 东新区馨丽康城市场完成

了选址-规划-征地和资金筹措工作$目

前正处于全面建设阶段%

当日上午$ 在位于文昌大道与西华

路交叉口向北的一片工地上$ 记者看到

了正在紧张建设的馨丽康城市场$ 地基

已打好$ 靠市场南侧的一排店铺一层也

基本建好%据介绍$该市场于
'

月开始施

工$预计年底可投入使用%届时可满足周

口师范学院及周边住宅小区和社区
+

万

多居民的生活需要%

,市场建成后$校园周边的固定和流

动摊点将全部被转移到市场内规范经

营% (东新区城管局副局长李志永介绍$

市场主建筑为两层楼房$局部三层$市场

内街为钢架结构大棚$总占地面积
*(+,

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约
#''-

平方米$总

投资
)'--

万元$ 可容纳商户
"--

户$其

中营业店铺
%,-

间$ 摊位
%,-

个$

'-.

的

面积主要经营餐饮-小吃$同时设立瓜果

蔬菜区-肉食日杂区等%

据了解$为整治辖区秩序$营造和谐

的城市环境$ 东新区城市管理局从严入

手$坚决治乱$重点对周师门口-周淮路

口-吕庄路口-东环桥头等重点区域加大

执法力度$ 坚决取缔路边摊点- 流动摊

点-店外经营$做到流商归摊-坐商归店$

建立了良好的市场秩序$ 有效治理了占

道经营-流动经营%

现场见闻二!治理%两违$毫不留情

李志永介绍$今年上半年以来$东新

区城市管理局对三个乡办主要道路两侧

的违建行为进行集中打击$ 扣押建房工

具$推毁违建房屋
(-

多处$拆违面积达

+

万多平方米&治理违法占地
*

起$治违

面积
)-

多亩% 通过严厉整治,两违($优

化了东新区发展环境$为征地-拆迁搞好

了服务$ 为招商引资打造理想的投资洼

地%

与此同时$ 区城管委负责每周对各

乡0办#进行市容环境和 ,两违 (治理督

查$一周一小评$每月进行月度考评% 对

年度内连续两次市容环境或,两违(治理

考评结果进行通报批评的乡0办#给予分

管领导黄牌警示$ 由区纪检对其进行诫

勉谈话$记入档案$并责令该单位主要领

导作出书面检查 % 区城管局对所在乡

0办#的城管中队负责人进行问责%

对年度内累计超过
+

次市容环境及

,两违(治理考评通报批评的乡0办#给予

分管领导红牌处理$ 区管委会按程序调

整其工作岗位& 给予该单位主要领导黄

牌警示$对其进行诫勉谈话%区城管局对

所在乡0办#城管负责人给予红牌处理或

免职处分&对党政干部-城管队员-行政

村0社区#干部不作为$乱作为造成工作

失误或隐瞒-包庇-纵容甚至自己带头搞

,两违(行为的给予严肃处理$触犯法律

者$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市民热议!加大基础设施投入

虽然东新区的市容市貌有了很大改

善$但是距市民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

市民王先生说$ 一些路段仍存在垃

圾死角$清扫标准不高$环境卫生保持不

好$垃圾清扫清运不及时等现象%天气越

来越热$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及时清理$做

好保洁工作%

,周师门口-中原路与文昌大道交叉

口有发小广告的$他们经常拦截行人$影

响非常不好$希望能够得到治理% (市民

冯小姐说%

市民李先生则表示$ 东新区的垃圾

箱实在太少了$而公厕更是根本找不到%

,作为新区$越来越多的市民喜欢在节假

日来这里玩$但是基础设施的不完善$让

市民感觉很不方便$ 希望相关部门能够

加大投入% (

就如何做好今后的城市管理工作$

李志永表示$下一步$东新区将加大环卫

基础设施建设$ 计划在城区主干道上合

理设置果皮箱
%--

个-公厕
,

座-垃圾收

集点
%-

个-垃圾中转站
"

座$配置洒水

车
"

辆-铲车
)

辆-绿化喷药车
%

辆-市

政工程车
%

辆%同时$在主干道两侧统一

规划设置停车位$增设车辆临时停放点$

根据需要设置路口路段禁停标志$ 建设

停车场% 对一些容易出现的违章违规区

域-路段和问题进行定点-定责考核$作

为年度考核奖惩的重要依据$ 做到建管

并重-管出成效-管出形象$真正将东新

区建设成为,文明新城-卫生新城-园林

新城-宜居新城($为居民幸福生活创造

一个和谐优美的环境%

工作人员正在高店自然村的临街外墙上绘制文明宣传图
正在紧张建设的馨丽康城市场

,西瓜大王(刘景彦!

123456789:

记者 刘琰 通讯员 王新建

在商水县$提起,西瓜大王(刘景彦$

群众无不心悦诚服地竖起大拇指
/

刘景

彦种的西瓜不仅皮薄-味美$而且造型奇

特$方形-心形无所不有%

'

月
)+

日$记者在练集镇刘坡村见

到了刘景彦$他
+-

多岁$一见来人就笑

呵呵地打招呼$忙着切西瓜$给人憨厚朴

实的印象%

在他的
%--

亩西瓜种植基地边$一

辆辆运输车上摆满了又大又圆的西瓜$

很多车来自周口-郑州% 瓜地里$一个个

奇形怪状的西瓜,躺(在秧苗间%

谈起种西瓜的秘诀$ 老刘说!,刚开

始时$俺种西瓜也不行$坐果少-瓜个小$

也不太甜 $ 加上上市晚 $ 一亩地收个

%---

元就不赖啦1 后来$俺先后读了
%)

本西瓜种植技术方面的书$ 掌握了西瓜

种植的要领$ 按照书上介绍的种植方法

种出的西瓜不仅上市早-价格高$而且产

量高-品质好$一亩地的收入是以前的好

几倍%俺进了几趟城$见到城市里卖的方

形西瓜和无籽西瓜$感觉这肯定有市场$

就在网上学习方形- 无籽西瓜的栽培技

术$经过认真实践$最终成功了$这两种

西瓜在郑州人们抢着要% (

,老刘$你这地里连年种瓜$为啥不

得重茬病哩* (同村的刘景献问%

,俺用西瓜苗嫁接菜葫芦苗提高抗

重茬病的能力% (老刘一脸得意地说%

,人们都说你是2西瓜大王3$你今年

种的瓜价格咋样* (记者追问+

,俺今年种了
%--

亩$ 俺种的瓜一

熟$ 村民就跑来买或用小麦换+ 前期价

格高$ 每公斤
)

元$ 现在每公斤
%

元$

俺这
%--

亩地至少能收入
)"----

元 +(

老刘盘算着说+

,你如今是2西瓜大王3$腰包鼓起来

啦$以后要多帮帮乡亲们呀
0

(记者对老

刘说+

,是呀$亲不亲$同村人+ 今后$我要

举办西瓜技术培训班$ 让乡亲们也掌握

无籽西瓜-方形西瓜的种植技术$让乡亲

们都过上甜蜜的日子+ ( 刘景彦认真地

说+

2;<=>?( @ABC>D(

455记,焦裕禄式好干部(卫辉市唐庄镇党委书记吴金印
记者 李虎成 通讯员 赵同增

夏日的卫辉市唐庄镇格外美丽宜

人%

*

月
)

日$记者在这里看到$百威啤

酒-宝钢-北新建材等世界
,$$

强企业

产销两旺-形势红火&万亩桃园内绿树

成荫$ 又红又大的甜桃挂满了枝头&昔

日乱石滚滚的十里沟$如今长满了青青

的玉米苗&以前寸草不生的西山$现在

漫山遍野的松树郁郁葱葱))

青山在$人未老%

,成绩只是过去$不能说明未来1 (

*

月
%

日刚被授予 ,焦裕禄式好干部(荣

誉称号的镇党委书记吴金印$虽已年逾

古稀$却依然精神抖擞-干劲十足!,我

要带领乡村干部同心协力$ 依靠群众$

继续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让唐庄大步

发展$不辜负群众和组织对我的信任和

期望% (

"再造
!$$$

亩耕地 & 让黄土生黄

金$

,今年我们准备通过拆旧复耕 $再

造
%$$$

亩耕地% (吴金印说!,土地是我

们的饭碗$比金子还金贵% (

早在上世纪
'$

年代担任狮豹头公

社党委书记时
1

吴金印就跑遍当地
)---

多道沟沟坎坎
1

带领群众苦干
(

年造地

)---

亩
1

让一穷二白的山区乡亲吃上了

白面馍%

刚到唐庄镇$吴金印就带领全体机

关干部$扛着铺盖卷$拉着锅碗瓢盆和

劳动工具$开往杂草丛生的后山安营扎

寨$给山坡地围上石堰$石堰内填土种

庄稼$荒坡成了层层叠叠的梯田% 按照

这种方法$唐庄镇造地
)---

多亩$每年

可增产粮食
%,-

万公斤$吴金印被群众

誉为,造地书记(%

)--#

年$南水北调工程在唐庄镇施

工$挖出的泥土堆积如山% 经过反复论

证$吴金印决定利用这些黄土在乱石密

布的十里沟继续造地%

)--

多天后$拦水

坝筑好了
1

荒滩推平了$垫上四五米厚的

土$多年荒沟成了
%(%-

亩良田%

+-

多年来$ 吴金印带领群众造地

%&,

万亩$整理土地万余亩$唐庄镇每年

用于土地开发整理的投入超过
%---

万

元%

如何使用今年新增加的
%---

亩

地* 吴金印说$一部分种庄稼打粮食$一

部分进行,农业升级($种上果树发展观

光农业$,上边果实累累$下边发展养殖

业$一亩地收入三四万元$让群众增产

增收比啥都强1 (

从砸石子到造机器人

*

月
)

日上午$ 记者在唐庄镇政府

碰到该镇盆窑村农民张泳$张泳正在跟

吴金印交谈%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张泳

响应政府号召$靠山吃山$开始办石渣

厂$ 石渣厂被关停后又办起矿山设备

厂% 今年$张泳与华中科技大学联合组

建研发团队$准备与郑州某企业共同出

资
,

亿多元合办电气自动化公司$主要

研发-生产机器人$目前项目正在申办

中%

听了张泳对项目的介绍$阅览了项

目可行性报告$吴金印拍手叫好$表示

镇上要全力支持这个高科技项目%

吴金印告诉记者$目前他正跟踪洽

谈的还有两个大项目$一个是台湾客商

的 ,太阳能 (发电项目 $利用北山
)---

亩坡地$发展清洁能源&另一个是捷克

客商$ 准备投资
%-

多亿元兴建小型飞

机场%

,我们招商引资有一个标准$ 要发

展无污染的产业$引进高科技-前景好

的项目% (

为招到这样的好项目$吴金印殚精

竭虑%

)-%-

年$世界
,--

强百威啤酒集团

计划在我国中部地区投资布局% 吴金印

闻讯$马上与新乡市和卫辉市有关领导

专程赶赴上海$推介唐庄的投资环境和

发展优势$ 并邀请商家到唐庄实地考

察% 为了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吴金印

连续几天没睡过一个囫囵觉$两眼熬得

通红))最终$百威高层被吴金印的真

诚打动$决定把投资
)*

亿元-年产啤酒

%--

万吨的项目落户唐庄镇%

在吴金印的多方奔走下$更多的世

界
,--

强-国内
,--

强$纷纷,相中(了唐

庄这个小镇%

)-%%

年$世界
,--

强北新建材年产

"---

万平方米石膏板项目落户唐庄$该

生产线使用专门的煅烧工艺$全部采用

工业废弃物脱硫石膏为原料$投产后每

年可以消纳新乡辖区内火电厂的脱硫

石膏
)*

万吨$ 实现彻底减排- 利废环

保%

今年
)

月$世界
,--

强宝钢集团总

投资
%-

亿元的金属包装容器及制品连

续化生产线项目$在唐庄镇正式开工奠

基% 该项目一期设备由美国引进$在世

界处于领先水平$填补了我省市场两片

易拉罐制罐产业的空白%

六和集团- 银金达彩印))目前$

唐庄产业集聚区引进包括
"

家世界
,--

强-

"

家上市公司在内的大小企业
"-

多

家$总投资达
,-

多亿元$初步形成了粮

食深加工-矿产资源开发和产品包装服

务等
"

个产业链条%

)-%"

年$唐庄镇工

业总产值
+%

亿元 $ 一般预算收入

%))(,&*

万元 $ 农民人均纯收入
%%"--

元%

%秘密武器$!与群众%四同$

,只有真正深入群众才能够察民

情-听民声-知民意$解民忧-暖民心$只

有到群众中去才能够赢得群众的信任

和拥戴% (吴金印说$密切联系群众是党

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群众路线是焦

裕禄精神的精髓$依靠群众是唐庄镇稳

步健康发展的,秘密武器(%

吴金印要求乡村党员干部坚持,四

同(%

同住% 要求机关干部除值班人员$

一律深入到基层$ 驻村要求住到军烈

属-五保户-残疾人-困难户家$管工业

的住工厂$管项目的住工地%

同吃% 在群众家吃饭$群众吃啥干

部就吃啥$不搞特殊%

同劳动% 每人自备一套劳动工具$

与群众同劳动%

有事同商量% 重大事情-重大开支

都要由集体商量决定$或者由村民共同

决定$ 依靠群众智慧和力量解决问题%

吴金印说!,我带头坚持2四同3制度$我

们经济发展思路的提出$ 造地工程-土

地流转决策等$都是2四同3的结果1 (

,下一步$ 我们将在推进唐庄科学

发展的实践中$继续大力弘扬焦裕禄精

神$坚持2工业强镇3的发展思路$加快

田园式小城镇建设$ 推行土地流转$集

约发展现代农业% (吴金印说$到
)-)-

年$唐庄镇工业产值力争达
%--

亿元以

上$纳税
%-

亿元以上$镇财政收入
)

亿

元以上$ 小城镇人口集聚
'

万以上$农

民人均纯收入
)

万元以上$,全镇上下

坚持群众路线$ 争做焦裕禄式的好干

部$我们有信心建成富裕-文明-美丽-

幸福的新唐庄% (

'据
#

月
%

日(河南日报)*

!!!!!

吴金印

在 造 田 工

地 上 与 群

众拉家常!

孙小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