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有媒体报道一些省市的"招

商作秀#$办仪式%做样子!通过重复签

约! 将几千万元的项目包装成几亿元&

红火的表象背后!除了一连串光鲜亮丽

的政绩数字外!企业不胜其烦!地方经

济没有发展!群众更未得到实惠&

畸形政绩观是招商作假的重要诱

因& 错误观念引导下!"不以
!"#

论英

雄'成了空谈!对经济发展指标畸形倚

重!对发展政绩盲目追求!让招商%签约

作假为地方政府营造红火假象!为媒体

宣传发展政绩提供"给力'素材&

看似皆大欢喜! 其实既糊弄了自

己!又搞坏了环境& 一边是招商成了数

字游戏!为了政绩而招商!夸海口%给承

诺! 使尽十八般武艺吸引企业落户(一

边是招商成功后就万事大吉! 扶商%助

商%稳商的服务难以跟上!凉了企业心!

伤了当地的软环境&

一场场 )招商作秀'! 不仅纵容作

假!更助长了不正常的政商关系& 对帮

政府假签约的企业来说!有的是敢怒不

敢言!有的是有利想自己谋!二者关系

不断扭曲& 更进一步看!这样的弄虚作

假让真正重信誉的企业难以信任当地

政府!如此"口碑'流传!谁还敢来投资*

杜绝假招商%招假商的)秀'!就要严

查作假干部& 相关部门应优化和完善干

部考核监管体系!通过严格的事前甄别%

事中监督和事后督查! 让虚假之风无容

身之地!让作假干部寸步难行&种下梧桐

树!方能引得凤凰来!在进一步优化招商

考核方式的同时! 还应鼓励各地着重改

善发展软环境!吸引)商'和)资'主动流

入!为地方经济发展添砖加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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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天有暴雨#偏东风
$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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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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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气象台

本报讯 !记者 李凤霞 岳建辉"在

总结分析上半年经济工作#奋力冲刺全

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关键时间节点

上#

!

月
"#

日上午#全市第二批
$%

个重

点项目集中开工活动在商水阿尔本服

装科技产业园项目工地举行$ 市委书

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光下达开工

令$ 市长刘继标作重要讲话$

市委副书记李德才主持项目集中

开工活动$ 市政协主席穆仁先#市委常

委%组织部长靳磊#市委常委%秘书长李

云#市政协副主席%市发改委主任程新

华在主会场参加集中开工活动$

据悉#此次全市集中开工的项目共

有
$%

个#总投资
&'(

亿元#

&)"%

年计划

投资
%#

亿元$ 其中&工业项目
*)

个#基

础设施项目
+!

个#社会事业项目
,

个#

商贸物流项目
(

个# 能源项目
(

个#农

林水项目
-

个$ 此次项目的集中开工#

将进一步动员全市上下正确认识形势#

把握工作重点#着力抓项目%扩投资#为

打赢稳增长%保态势攻坚战#夺取'十三

五(开局之年全面胜利奠定坚实基础$

刘继标代表市委%市人大%市政府%

市政协# 向
.%

个项目的顺利开工表示

热烈的祝贺$ 他指出#项目建设是我市

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 狠抓项

目建设#扩大有效投资#对保持全市经

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至关

重要$ 今年#全市实施重点项目
&&%

个#

上半年完成投资
-)!/!

亿元# 占年度投

资计划的
%)/!0

#高于时序进度
+)/!

个

百分点$ 正是项目建设的有力支撑#上

半年全市经济运行平稳#主要经济指标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市委%市政府组织

第二批项目集中开工活动#就是要进一

步强化各级各部门对项目建设重要性

的认识#增强谋划项目%引进项目%建设

项目的积极性%主动性#持续形成主要

精力向项目集中% 工作重心向项目集

聚% 资源要素向项目集结的工作导向#

为稳增长%保态势#调结构%促转型#惠

民生%补短板提供有力支撑$

刘继标强调 # 项目建设是发展大

计%百年大计#要坚持责任至上#项目的

分包领导和责任单位要敢于负责%勇于

担当#牢牢把项目建设抓在手上#全力

加快项目建设)要坚持服务至上#各相

关部门要主动配合%优化服务#及时完

善项目建设各项手续#不得设置任何障

碍)要坚持效率至上#各建设单位要争

分夺秒%科学施工#严格按时间节点推

进项目建设#争取早日见到成效)要坚

持质量至上#所有项目建设参与单位要

遵守规范%严格标准#切实加强质量管

理#确保建设一批放心工程%百年工程$

程新华介绍全市
*)+%

年第二批集

中开工项目情况$

商水县主要领导%阿尔本制衣有限

公司负责人#分别表态发言$

随后#徐光%刘继标%李德才%穆仁

先等共同为项目开工培土奠基$

我市还在其他
+)

个县!市%区"设立

分会场#同一时间集中开工$ &详见二版'

集中开工活动前#徐光%刘继标一行

深入商水阿尔本制衣有限公司#就经济运

行情况进行督导$ 徐光走进生产车间#实

地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 员工收入等情

况#征询企业运行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徐光指出#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不

振# 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下#

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决

策部署#始终把确保经济平稳增长作为

工作重点#锲而不舍%扭住不放#上半年

全市经济运行平稳#主要经济指标均高

于全省平均水平$ 目前#全年工作已经

时间过半#要紧盯目标#抓好责任落实#

以'三亮三评三提升(活动为抓手#切实

加强对懒政怠政为官不为的问责力度#

督促各级领导干部将精力集中到经济

建设上来#全力抓好经济运行%项目建

设%脱贫攻坚%省级文明城市创建%大气

污染防治等重点工作#促进全市经济社

会持续健康发展$

全市 !"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徐光宣布开工 刘继标作重要讲话

集中开工活动前!徐光%刘继标等市领导在周口阿尔本制衣有限公司调研& 记者 王亚辉 摄

本报讯 !记者 徐启峰 实习生 柳笛"形容人爱管闲事有这样一

个戏谑的说法&'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 而在现实生活中这

'管天%管地%管空气(却是一个十分严肃的话题#尤其是在防治大气

污染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 去年以来#川汇区将'管天%管地%管空

气(纳入自己的职责#制订计划#确立目标#筹集资金#动员各方力

量#为'周口蓝(增色不少$

全力抓好大气污染控制$ 一是大力推进全区
+)

蒸吨燃煤锅炉

拆改工作$

*)+.

年关闭和改造了
+*

家计
+,/(

蒸吨天然气覆盖区内

的燃煤锅炉#

+(

家加油站和
!

台油罐车进行了油气回收改造并通

过了验收#补助资金
++#

万元$ 今年#该区向
*+

家燃煤锅炉使用单

位下达了 *关于限期拆改建成区
+)

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的通知+#

要求天然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燃煤锅炉限期完成拆改工作$ 目前已

有
(

家单位完成了拆改工作$ 进一步加强散煤治理#减少燃煤污染

排放$ 二是严格落实各类施工工地扬尘污染防治措施#加强对太清

路%西环路沿线混凝土搅拌站%工业堆场防尘措施落实情况的监管#

各类渣土堆%料堆严格采取覆盖防尘%洒水抑尘等措施#进一步加强

道路机扫水洗#要求市区主干道每天洒水不少于四次#深化露天烧

烤治理#全区
+!)

个露天烧烤点大部分已改用无烟烧烤炉#发放补

助资金
+./%

万元$ 三是大力推进燃煤锅炉脱硫除尘设施提标改造

和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四是坚决杜绝高污染高能耗项

目上马#对新改扩建项目新增大气主要污染物#环境质量不达标一

律实施'倍量替代(和排污权有偿使用#从源头上控制新增污染物排

放$

重拳出击#查封扬尘污染企业$组织环保监察%大气办等联合行

动#对辖区内
(

家搅拌站路面未硬化%洒水不到位%覆盖不完善%扬

尘污染严重的企业及
-

家'小%散%乱%差(企业实施了查封#责令其

限期整改#未经开封#擅自恢复生产#将依法移交公安部门$ 向易产

生扬尘的
-.

家煤灰%水泥%砂土等料场%堆场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

书$ 对
+

家油烟治理不达标餐饮企业进行了立案查处#关闭了
-

家

违法塑料加工厂$

水环境污染防治卓有成效$该区制定了*川汇区
*)+%

年度碧水

行动实施方案+#结合周口市生态水系建设规划继续推进洼冲沟%流

沙河%贾东干渠%运粮河等
%

条城市黑臭河沟治理$去年至今川汇区

配合市政府完成了境内洼冲沟
!/*!

公里水环境综合整治# 封堵
+#

个排污口#拆除禁养区内
*

家养殖场#对工业企业采取限产限排措

施$ 该区计划在商周高速公路北侧%川汇区城北办事处西张楼与徐

营行政村之间规划一个养殖小区#用
-

年时间完成#规划建成总投

资
+,))

万元%占地
+%)

亩的标准化养殖小区#逐步把流沙河沿岸的

,

家养猪场%养牛场搬迁到养殖小区内#彻底解决养殖企业废水污

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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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引资不能沦为政绩的作秀场
段续 宋晓东

七月的三川大地#空气怡人 #绿树

掩映)宽敞的道路两旁#法桐成行%遮天

蔽日)公园广场#布局均衡%景致优美)

幸福社区#功能完善%花团锦簇,,不

经意间#我市中心城区的树密了#花繁

了#水清了#城市变得越来越美了$

自
*)+-

年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开展

以来#我市城管部门以周口崛起方略为

指引#深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围绕创

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目标# 大规模%

大范围%大力度开展绿化造林%水域改

善活动# 让中心城区绿树成荫花锦簇%

碧水环绕福满城$

绿化惠民$中心城区共享(绿色幸福)

梦想需要行动#行动必结硕果$

为了让中心城区大地更绿% 更美#

让蓝天%碧水%绿地始终萦绕在百姓身

边#让人与自然更加和谐亲近#市园林

绿化部门紧紧围绕
*)+%

年度市委 %市

政府确定的工作任务#以创建省级文明

城市为契机# 抢抓春季绿化大好时机#

大力实施城区绿化提升工程#对人民公

园%周口公园%滨河景观带%七一路%八

一路%汉阳路%黄河路%中州大道%周口

大道% 文昌大道等主次干道行道树%绿

地%绿化带进行补栽补种)对文昌大道%

中州大道的部分绿化带端口进行了改

造提升#基本完成了太清路!周口大道

至腾飞路"% 综合服务区储备土地苗圃

绿化工程$ 同时#加强对新植苗木的养

护管理#及时浇水#踩实扶正#确保成活

率$ 截至目前#共种植法桐%国槐%栾树%

银杏%广玉兰等乔木
(/*

万株#黄杨%红

叶石楠 %金叶女贞 %连翘 %月季等灌木

#+/*

万株#草坪绿地
%/!

万平方米#人民

公园的落花湖%和谐公园的如意湖里种

植荷花
-)))

平方米# 并出动浇水车辆

,()

台次对新植苗木普遍性浇水
!

至
,

遍#大范围药物喷洒
.

至
%

次$

提升改造人民公园% 周口公园%周

口生态园%开发区人民广场#建设开放

和谐公园%大庆路桥北东西两侧桥头公

园#启动沙颍河两岸!周口大道至武盛

大道段" 景观带绿化项目及运粮河%洼

冲沟%贾鲁河等水系改善项目,,随着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持续深入#我市一

批重点园林绿化工程以及公园% 广场%

几大水系提升改善项目也在按部就班

地推进#绿色在不知不觉中覆盖着中心

城区的大街小巷#大大提升了广大居民

的幸福宜居指数$

倾心为民$三川大地共筑*宜居家园+

三年光阴荏苒#三年沧桑巨变$

为把中心城区打造成特色鲜明%景

色秀丽的园林城市# 我市不仅着墨于常

规园林建设#更重视供给水%污水改造等

配套设施的提档升级# 全力改善流经城

区几大水系及沿线的生态环境$ 统计数

字显示#今年
+

至
%

月份#我市还持续对

市容市貌%环境卫生%市政公用设施维护

和园林绿化等及早启动整修整治行动$

共补栽苗木
-(

万株# 改造绿化带端口

+)!

处
.)))

平方米)更换雨水篦%窨井盖

*#+

块#维修%改造污水管网
*-))

多米$

另外#通过不懈努力#中心城区其他民生

项目建设也正在按计划稳步向前推进&

南水北调东区水厂正在进行设备安装及

厂区供水管网的铺设#预计
+)

月底前完

工)污泥处置项目已与投资方就满负荷

服务价格%阶梯价格及特许经营协议文

本达成一致# 完成了污泥临时堆场建

设% 办公楼图纸审核和办公楼定位#计

划年内全部完成)周口大道西侧沙河两

岸休闲广场目前已完成评审工作#正在

施工建设) 隆达电厂中水回用项目#目

前项目公司 !周口鹏鹞再生水有限公

司"已成立#初步设计和批复已完成#正

在进行施工单位招标工作) 建筑垃圾处

理厂%东区污水处理厂%沙南污水处理厂

扩建等项目#均已完成前期准备工作#很

快就可进入实施阶段$

碧水蓝天皆风景#绿树映衬翠满园$

如今的中心城区#生机盎然的绿意#水城

相依的绮丽# 处处充满着园林的优雅和

蓬勃的生机#随着基础设施日臻完善#城

市功能逐年增强#人居环境明显改观#中

心城区已经从一座陈旧%落后的小城#慢

慢演变成为温馨%宜居的生态之城$

活力彰显 生机无限
---中心城区开展绿化造林水域改善活动纪实

记者 李瑞才

坚决打赢环境保护攻坚战

段保华!

让两仪拳发扬光大

造福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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