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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www.cbrc.gov.cn）上查询。

现机构名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柘城县新城支行
原机构名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柘城县春水中路支行
地 址：河南省柘城县未来大道与迎宾大道交叉口东信质
小区楼下
批准成立日期：2008年2月21日
机构编码：B0018S341140053
许可证流水号：00585495
批准换发日期：2015年12月11日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丘监管分局

金融许可证更名公告
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丘监管分局批准，下列机

构更名。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
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
以批准文件所列为准。批准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商丘监管分局，现予以公告。

河南省商丘市宁陵县人民法院定于2015年12月30日
10时至 2015年 12月 31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商丘

市宁陵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

http://sf.taobao.com,户名：宁陵县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

卖,拍卖标的：位于商丘市宁陵县巴黎春天小区 11号楼 2
单元101室住宅房地产；位于商丘市宁陵县城关镇京泽花

园B8幢3单元储101室储藏室房地产，详细信息请登录上

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电话：0370-3073020
13703420383 吕法官

商丘市宁陵县人民法院

2015年12月17日

商丘市宁陵县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驻马店市公安局东高分局正在办理河南九洲天中投

资发展集团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睢阳区吸

储点南京路与神火大道交叉口西200米路南盛世华城楼

下）。为使案件顺利进行，最大限度保障集资户利益不

受损害，请在睢阳区吸储点尚未登记的集资户于 2015
年 12月 31日前，到睢阳区中州路南段与侯恂路交叉口

预防与处置非法集资专案组进行登记，逾期将不再受

理。

特此公告

商丘市睢阳区预防与处置非法集资工作组

2015年12月17日

公 告

读者朋友，你可听说豫东
农村眼下有句“儿住瓦房孙住
楼，老头老婆住地头”的俗
语，那是说老一辈在把儿媳妇
娶进高楼之后，自己只能住在
村头地头搭的草庵里去生活。
可在宁陵县阳驿乡焦林坡村，

一位刚被娶进门的新媳妇，发现公公婆婆住在门楼套间里，
就把新房让给了公公婆婆。

话说12月8日这天，焦林坡村的青年屈江涛和肖静举行
了婚礼后，随即被送进了小楼一层东间的婚房里，两人就结
成了连理。次日一早，新娘子肖静就去向婆母请示咋做早
饭，可她一拍楼下西间屋的门，竟无人应答，最后竟在门楼
下一套间内找到了婆母，于是她问：“娘，你咋住在这里
呀？”婆婆听到儿媳匆匆发问，认为自己住错了地方，她喃
喃地说：“你认为爹娘同你们住在一个院子里不合适，我就
住门楼北一间门朝外的杂物间好吗？”肖静答：“娘，你说什
么呀？我劝你们搬进一楼来住，我和你儿子搬到二楼的住
室，这样才合适。”

婆母听后连连摇头，说这座小楼是为儿子娶媳妇盖的，
哪有爹娘去住的道理。肖静听后又来劝：“新房是老人家花
钱出力流汗盖的，也有居住的权利。400平方米的一座楼住
咱4口人也算宽余，吃了早饭咱们就来个‘双搬’。”

早饭过后，屈江涛找来几个小伙子把婚床和用品搬上二
楼，又把父母的床铺从门楼的套间里搬到一楼。这时有人
问：“安在这个房间里的空调也得搬呀，这可是专门为你们
置办的。”

几个小伙子正想下手，只听肖静说“慢来”俩字，她还
说：“年过半百的父母应该享受空调，我们年轻人就缓缓再
置买。”婆婆听儿媳妇说出如此暖心的话，上前拉住她的手
说：“肖静呀，早就听说你知书达理，诚实心善，你刚进门
的所作所为让娘心服口服！”这时，她见笔者在门前路过，
忙一摆手把笔者叫到跟前下达了命令：“效东，你写写新媳
妇让新房的事吧，俺有这样的好媳妇，心里满意！这日子也
会过得和谐！”

新媳妇让婚房
□ 屈效东

12 月 15 日，在宁陵县阳驿乡潘集小
学四年级教室里，笔者看到，一个女孩要
借助自制的学步车来行走。老师说，即使
这样行动不便，她自始至终没有缺过一次
课。

她叫陈凤凤，今年14岁。由于一生下

来就是个脑瘫儿，她双腿软弱无力，身体
无法保持平衡，连说话都比较吃力。

为了生计，陈凤凤的爸爸妈妈常年在
上海打工，只有在春节期间才回来探亲。
平时，陈凤凤和72岁的奶奶两个人在一起
生活。“俺凤凤一出生就身体特别弱，抱
着她跑遍了省城的几大医院，医生说孩子
患上脑瘫，只能长期坚持康复治疗。”奶
奶陈传霞讲述说，“凤凤8岁的时候，做了
一次手术。手术之后，她才像人家 1岁的
娃娃那样推着学步车，颤颤巍巍地挪动几
步。当时她看到小伙伴都背着书包去了学
校，她也闹着要上学读书。”

小凤凤10岁时才被家人送到学校，融
入了快乐的集体生活。来回接送由奶奶负

责，用一辆三轮车载运。当过木工的外公
制作了一辆简易的木推车，特意送给她用
来代步。看她行动不便，师生们都伸出援
助之手。午间领饭时，有同学帮她盛好送
到座位上；她去厕所困难，有几个女生就
搀扶着她；班主任李怀阳也格外关爱她，
有时弯下腰背起她就走。为了她，四年来
她所在的一楼教室一直没有改换。

“凤凤同学特别热爱学习，四年来
1000多个日子，不管是感冒发烧，还是刮
风下雨，从来没有缺过一次课！”潘集小
学校长赵玲提起陈凤凤赞不绝口，“前几
天下大雪，路上结冰很厚，她是第一个到
校的。勤奋、顽强是老师对她的一致评
价，她的精神值得全校学生学习。”

12月 9日，气温虽低，却是一个温暖
的日子。省司法厅驻潘集村“第一书记”
都泓泽带着志愿者赶来，为全校 246名留
守儿童送上了手套、围巾等护具。都泓泽
特意给陈凤凤同学戴上帽子，围上围巾。
她在寒冬里感受到了爱的温暖，脸上绽放
出灿烂的笑容。

都泓泽叔叔亲切地问她：“凤凤，你
心里有什么愿望呢？”凤凤想了想，响亮
地回答：“我要好好上学，努力考上大
学。”都泓泽拍拍她的肩膀，鼓励她说：

“孩子，有志气。身残志坚，不畏艰难，
你一定会成功的。”活动结束后，都泓泽
决定和女儿一起长期帮扶凤凤，让她的人
生路更平坦一些。

一个脑瘫女孩的坚韧
□ 闫占廷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定于2015年12月24日10
时至 2015年 12月 24日 22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
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网址:
http://sf.taobao.com/law_court.htm?spm=a213w.3064813.0.0.
BvEOOf&user_id=2021124430 户名：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
院)进行公开拍卖一辆捷达牌出租车，车牌号：豫NT3875;
品 牌 型 号 ： 捷 达 牌 FV7160FG; 车 辆 识 别 号 ：
LFV2A11G9C3024770；注册日期：2012 年 6 月；所有人：
商丘市捷达顺汽车出租有限公司（实际所有人王银华）。详
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
参加竞买。

联系人：刘法官 联系电话：13598379284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2015年12月16日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第二次）

12月14日，柘城县皇集乡张集村群众正在麦田里打深水井。柘城县人武部响应中央号召，积极扶贫帮困，以
实际行动回报人民。他们筹资12.5万元，为张集村打了11眼深水机井，解决了群众浇水难问题。张 超 摄

本报讯（张敏浩）今年以来，民权县审计局积极适应全
面从严治党新常态，坚持把“三严三实”作为对审计干部的
基本要求，积极探索和创新审计干部日常监督管理办法，全
面加强审计干部监督管理，打造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
担当的审计干部队伍，为审计事业转型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开展教育引导活动。该局认真举办审计干部“三严三
实”和“如何争当一名好干部”专题教育培训，把法制教
育、廉政教育、党性教育纳入培训内容，教育引导审计干部
坚定理想信念、对党忠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围绕“党性、党纪、党风”，在机关范
围内开展以“什么是党员”、“入党为什么”、“党员做什么”
为内容的“三个什么”学习讨论，进一步加强党性修养和党
性锻炼，提高服务能力、履职能力。

开展交心谈心活动。在全局范围内开展审计干部交心谈
心活动，把掌握动态、预防提醒作为审计干部日常监督管理
的常规工作。年初审计干部岗位调整后，局党组书记、分管
副职分别与转任重要岗位、平级交流的审计干部进行个别谈
话；到龄退休、工作中有情绪及工作不力的审计干部，全部
被纳入谈心谈话范围。

加强干部考勤管理。制定审计干部请示和报告制度，严
格审计干部请、销假制度。参加政务活动、因公出差、因事
因病等需请假的事项，严格按程序，按批准权限请、销假，
自觉接受组织监督。加强干部学习培训期间的管理。

开展警示教育活动。通过开展多渠道、多层次、经常性
的思想教育，引导审计干部自重、自警、自励。组织开展以
反腐倡廉、预防职务犯罪为主题的警示教育活动。

加强对审计干部跟踪监督。采取设立举报电话、举报
箱、举报邮箱等形式受理群众来
信来访，对群众举报反映的问
题，做到认真受理、及时核查。

民权县审计局

加强对审计干部监督管理

本报讯（记者 侯国胜）连日来，睢阳区新城办
事处组织办事处、社区党员干部分别召开不同层次
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促进会，认真学习领会中
央和省委关于“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的重要指示精
神，还出台“四抓”措施，着力在建立“三查三保
三看”长效机制上下功夫，进一步巩固扩大“三严
三实”专题教育成果，为民主生活会的召开做好充
分准备。

抓便民，用教育指导行动。对关系群众切身利
益问题、对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深入
整改、一抓到底，为辖区居民切实提供高质量、高
标准的便民服务。通过“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着
力解决基层干部不作为、乱作为等损害群众利益问
题。同时，对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具体问题，列清
单、建台账，专项整治，确保实效。

抓关键，突出服务重点。进一步落实党建责

任，层层传导压力，把实际工作与落实基层四项基
础制度相结合，各社区（村）积极运用“一征三议
两公开”和“四议两公开”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注
重矛盾纠纷化解，把便民服务机制体现在服务内容
上，切实发挥监委会对党风政风的监督作用。

抓统筹，谋划持续推进。对照“三严三实”要
求，敢于以整风精神动真碰硬，坚持高标准、高质
量、严要求，扎实做好整改工作，借活动之力攻工
作之难，确保教育实践活动善始善终、善做善成。

抓作风，凝心聚力求实效。学习借鉴兰考经
验，严把思想发动关、查摆剖析关、谈话谈心关、
开展批评关，坚持更高标准，狠抓作风建设，让广
大党员干部把全部身心用到工作上，把聪明才智发
挥在工作上，以更高的政治热情、更加振奋的精神
状态、更加扎实的工作举措，推动新城办事处各项
工作再上新台阶，为睢阳区发展全局作出更大贡献。

新城办事处

为“三严三实”民主生活会“预热”

“有朝一日，把自己生产的美酒推向全国，是我从小
心中的梦想。”近日，夏邑县孔祖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朱
团结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企业要想做大做强， 就必须认识到品牌的重要性。
夏邑既是孔子祖籍，又是中国长寿之乡，文化积淀厚重，
自然资源得天独厚。我最初的想法是借助孔祖文化丰厚的
资源底蕴，赋予企业文化内涵，打造具有地方乡情特色的
产品。”在谈到当初创立品牌时的构想，朱团结侃侃而
谈。2009年注册了孔祖商标，把酒厂改制为孔祖酒业有限
公司，产品命名为孔祖牌系列酒，孔祖酒业公司最终实现
了由原来的家庭作坊到现代化白酒生产企业的华丽转身。

为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2010年，公司成立了新香白
酒难关攻克小组，朱团结在带领攻关小组成员外出学习的
同时，大力引进高科技人才。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实践，
2011年下半年，新产品诞生，填补了河南兼香型白酒的生
产空白，成为河南白酒界令人侧目的一匹黑马，并被评为
县级科技进步奖。孔祖酒业乘势推出两款新品——孔祖酒
（大成），因其优良的酒质被中国夏邑首届长寿节定为招待
用酒，受到了专家和社会的一致好评。

朱团结时刻没有忘记企业的社会责任，他积极参与各
类社会公益事业，致力于帮助他人实现美好梦想。每逢节
日，他总要到镇上的敬老院和五保户家中，看望慰问老人
们，给他们送去过节物品；杨集镇整修道路，他捐款3万
多元；去年，他又组织企业开展为新考上大学的学生献爱
心活动，资助下岗职工、农村和城镇特困家庭考生，圆了
贫困大学生的入学梦。

把礼文化酒推向全国
——访孔祖酒业董事长朱团结

本报记者 李娅飞 通讯员 鲁学勇

12月16日，夏邑县杰瑞服饰有限公司员工在加工针
织衫出口服装。该项目总投资3.2亿元，是一家集设计、
织造、加工生产、外贸销售为一体的针织服装加工企
业。安排就业1000余人。 本报记者 韩 丰 摄

12月13日，宁陵县农民企业家胡业勇向养殖户
传授山羊的冬季防疫技术。胡业勇创办公司致富
后，目前，已带动14个养殖场、40个养殖小区、1万
个养殖户发展养殖业。 吕忠箱 摄

本报讯（记者 高会鹏）近日，虞城县大杨集镇人大组
织部分人大代表，对该镇万亩良田农业开发项目建设工作
进行调研。

据悉，大杨集镇万亩良田农业开发项目总投资1000万
元，将新修田间水泥路8.6公里、新打机井106眼、新修和
改造桥涵 50多座、新挖和清淤沟渠 6.4公里。实地考察调
研后，代表们建议，切实强化管理，确保项目进度和工程
质量，千方百计化解项目实施中遇到的困难问题，抢时
间、提速度、保进度，促成项目尽早竣工投产。

大杨集镇人大

关注农业重点项目建设

12 月 15 日，清江社区老年艺术团的演员在演唱戏曲。
梁园区白云街道办事处清江社区老年艺术团自2014年3月成
立以来不断发展壮大，现有成员达到 20 人，平均年龄 65
岁。他们每周一至周五都在社区居民活动中心排练演出节
目，深受社区群众的欢迎。 陈宝刚 摄

本报讯（记者 白 鹏） 12月 15日，记者在睢阳区路河
镇刘乔村采访时，村民赵金矿告诉记者：“我家只掏了20元
钱就参加了‘居民用电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以后家里用
电，可放心多了！”

自今年 12月初推出以来，该镇农民积极参保“居民用
电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据介绍，该保险是一种由供电部门
联合英大保险公司推出的便民保险，有10元、20元、40元
三种不同的保额可供居民选择。

路河镇

推广农民用电安全保险

审计之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