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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定于 2016年 4月 26日
10时至 2016年 4月 27日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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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公开拍卖宁陵县福万家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商丘市宁陵县城关镇人民路东段北侧的
一宗工业用地，地上建有工业和商住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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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法官 联系电话：13937096163
睢阳区人民法院
2016年4月10日

睢阳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第二次）

本报讯（记者 李 奇）近日，市“六城”联创市容环
境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三区创建办和城管
局、市环卫处、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中心、市城市管理
监察支队，对城区市容环境综合治理和“城市牛皮癣”清
除情况进行了检查。此次被检的主次干道由另两区创建办
和城管局工作人员现场随机抽号确定，背街小巷由各办事
处自荐确定。

根据此次检查的现场评分结果，区排名依次为：第一
名，睢阳区；第二名，梁园区；第三名，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区城管局排名依次为：睢阳区城市管理局、梁园区
城市管理局、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城市管理交通运输局。
办事处排名依次为：新城办事处、前进办事处、宋城办事
处、东方办事处、古城办事处、平原办事处、古宋办事
处、文化办事处、长征办事处、东风办事处、中州办事
处、八八办事处、建设办事处、白云办事处、平安办事
处、平台办事处、解放办事处。

根据“城市牛皮癣”专项检查得分结果，区排名依次
为：第一名，睢阳区；第二名，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第
三名，梁园区。区城管局排名依次为：睢阳区城市管理
局、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城市管理交通运输局、梁园区城
市管理局。办事处排名依次为：新城办事处、古城办事
处、前进办事处、古宋办事处、平原办事处、长征办事
处、宋城办事处、东方办事处、文化办事处、平安办事
处、八八办事处、中州办事处、东风办事处、建设办事
处、白云办事处、解放办事处、平台办事处。

在检查中发现，随着我市“六城”联创工作深入推
进，各责任单位比较重视，通过“十个专项”整治工作，
城区市容环境得到显著提升。一是各区道路两侧和重点区
域环境卫生、市容秩序状况较好，大部分路段的店外经
营、乱张贴、乱涂写现象得到有效控制；二是各区主次干
道、背街小巷清扫保洁及时，道路路面整洁，无垃圾、杂
物；三是乱停乱放、车窗抛物基本得到了控制；四是沿街
私搭乱建、违规堆放基本得到了清理。

3月份城区市容环境
综合考核排名出炉

故道逢春故道逢春··““东和环保杯东和环保杯””黄河故道生态走廊探访黄河故道生态走廊探访①①

虞城县张集镇马滩村的果农在为苹果树疏花。 商丘报业全媒体记者 石 松 摄

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 2016中国·商
丘国际华商节主题词。

一、征集内容
2016中国·商丘国际华商节主题词
二、征集时间
2016年4月11日至2016年6月10日
三、具体要求
主题词要求语言简练、明快、响亮，

能够反映商丘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商文化

底蕴，融历史性与时代性于一体，突出体
现世界华商心心相印、艰苦创业、诚信为
本的精神。

四、奖项设置
一等奖 2个，二等奖 4个，三等奖 8

个。对获奖者颁发证书，并给予一定的奖
励。

五、注意事项
1.必须为原创作品，不得抄袭。

2.上报作品请注明作者姓名、工作单
位、联系方式。

3.2016中国·商丘国际华商节组委会
办公室对征集作品组织专家进行评审，评
出的优秀节会主题词将纳入整体方案。中
选作品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归中国·商丘国
际华商节组（筹）委会办公室所有，来稿
一律不退，请自留底稿。

4.本次征集活动由中国·商丘国际华

商节组（筹）委会办公室负责解释，参加
本次活动的作品所涉及肖像权、名誉权等
法律问题，由作者自行承担。

5.曾经向华商节或参与其他节会应征
过的作品谢绝复投。

联系人：夏凡
联系电话：0370—3289816 3289716

（传真）
电子邮箱：sqwxb@126.com
地址：河南省商丘市行政办公中心 1

号楼 1966房间市委外宣办（2016中国·
商丘国际华商节筹委会办公室）

邮编：476100

关于征集2016中国·商丘国际华商节主题词的公告

商丘地处豫鲁苏皖交界处，全国重要
交通枢纽，是古代商部落生活的地方、商
业起源处，也是商朝的第一个都城，在历
史上享有盛名，是世界华商的朝圣地。由
河南省政协、中国侨联等单位主办的中
国·商丘国际华商节已连续举办五届，目
前成为全球华人十大“根亲文化”盛事、
中原经济区对外开放的重要活动，“阴历
九月九，商丘拜商祖”得到海内外华商的
广泛认同。为了充分展现世界华商“创
新、开拓、坚韧、守信”的精神，让人们
了解世界华商发展历程、认知世界华商领
袖人物、弘扬世界华商文化，现面向社会
广泛 （长期） 征集关于世界华商的音像
（纪录片）、微电影、文学作品以及其他重
要资料（包括：名言、著作、典型报道、
善举、形象资料、曾经使用过的贵重用
品），将在商丘博物馆长期陈列、播放，
供人们学习、瞻仰。

一、征集内容
1.关于世界著名华商的音像 （纪录

片）；2.关于世界华商的微电影；3.关于世
界华商的文学作品（包括传记）；4.关于

“商文明”“商文化”的各类作品；5.著名华
商本人的简历、名言、著作、典型报道、善
举、形象资料、曾经使用过的贵重用品。

二、征集时间
4月 11日—8月 10日（8月 10日后收

到的各类作品将参加 2018中国·商丘国
际华商节评选、陈列）

三、发布媒体
海内外华文主流媒体
四、具体要求
1.所有应征作品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适合公开传
播、陈列； 2.世界华商的音像 （纪录
片）、微电影、文学作品应能够真实反映
世界华商的精髓，富有时代性，对后人具

有启迪、教育意义，有一定的故事性、艺
术性和感人情节；3.著名世界华商本人的
简历、名言、著作、典型报道、善举、形
象资料、曾经使用过的贵重用品应能单独
成柜、成室、成馆展览；4.所有应征品应
符合现代播放、陈列技术要求；5.所有应
征品应能够增强对世界华商的凝聚力、吸
引力，有利于把商丘打造成世界华商朝圣
地、商业精神发祥地、商业文化传承地、
商业人才集训地；6.所有应征品必须为原
创，不得假冒、不得抄袭；7.所有应征音
像（纪录片）、微电影、文学作品及其他
实物请注明作者姓名、工作单位、联系方
式。

五、评选方式
中国·商丘国际华商节组（筹）委会

办公室和世界华文媒体联合组织将邀请专
家对征集作品（实物）进行分类评审，评
出的优秀音像（纪录片）、微电影、文学作

品给予经济奖励和奖杯；世界著名华商本
人的简历、名言、著作、典型报道、善举、形
象资料、曾经使用过的贵重用品将单独成
柜、成室、成馆展览；邀请获奖（中选）
的主创作者、著名世界华商（或家人）参
加2016中国·商丘国际华商节。

六、其他事项
1.获奖作品、中选实物的使用权归中

国·商丘国际华商节组（筹）委会办公室
所有，中选实物陈列于商丘博物馆，所应
征作品、实物一律不退。2.本次征集活动
由中国·商丘国际华商节组（筹）委会办
公室负责解释，如世界著名华商有个性化
要求可协商解决。3.参加本次活动的应征
品所涉及肖像权、名誉权等法律问题，由
作者（实物提供者）自行承担。

联系人：夏凡
联系电话：0370—3289816 3289716

（传真）
电子邮箱：sqwxb@126.com
地址：河南省商丘市行政办公中心 1

号楼 1966房间商丘市委外宣办（2016中
国·商丘国际华商节筹委会办公室）

邮编：476100

征集关于世界华商的音像、微电影、文学作品以及其他重要资料的公告

黄河故道经过虞城县张集镇王安庄水库后，拐了一
个大弯，以东北走向横穿张集镇马滩村，然后一头钻进
了安徽省境内。我们对黄河故道生态走廊探访是自东向
西逆流而上，探访起点就是黄河故道商丘境内的终点
——虞城县张集镇。

4月 5日，清明过后，天气凉爽、空气清新。具有
400 多年历史的黄河故道以丰富的植被和饱含的负氧
离子，迎接着我们的到来。

说起张集镇，至少有两张名片被人们熟识，一个是
红富士苹果，一个是“三省庄”马滩村。当然，作为一
个与故道作伴百年的地方，其中埋藏的故事也引人入
胜。下面，就让我们慢慢揭开这个“鸡鸣听三省，苹果
富一方”的故道小镇的故事。

毫无防备的，就是满目盎然的春意直扑而来。雪白
的苹果花、粉嫩的桃花、黄澄澄的油菜花，还有参天的
大树，隐约的狗吠，农忙的妇人和奔跑的孩童。在黄河
故道上，最不缺少的就是丰富的颜色和历史的影子。

在如此充满画面感的场景中，我们首先来到了虞城
县张集镇的马滩村。这个村子，因为地处河南、山东、
安徽的交界处而闻名。而其中最能体现交界感的东西，
就是那块三面体的三省碑了。

马滩村的三省碑，掩映在一片葱葱绿木之中。驱车
从水泥路拐上沙土地，穿过一片果园，在迎面似是没有
了路的时候，却总能在树丛中觅得一条捷径。一片果
园，一片树林，蜿蜒间路程好像没有了尽头。终于，车
停了下来。前面已经过不了车了，只得下车步行，鞋中
被灌入不少的细沙。走着走着，三省碑毫无征兆地就映
入了眼帘。

石碑不大，半人来高。三面体的石碑，分别刻着河
南、山东、安徽三省的名字。在每个省份名称下面，又
有“国务院”三个庄重的字。站在这里，南走一步，就
是河南；东走一步，就是安徽；北迈一步，就是山东。
在我们看来，这里真是一个令人童心泛滥之处，大家纷
纷围着石碑打转，或是在石碑上浇一捧水，感受瞬间越
三省的感觉。

当然，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已经不会再有这么新鲜好
奇的情绪了，在土地上耕作才是他们的生活。

在界碑不远处的一个三亩小果园内，果园的主人张
大姐对我们的到访和对待界碑的态度差不多——没啥感
觉。而我们对待张大姐的态度和对待界碑的态度也差不
多——满是新奇。

“我的果园很小的，家里男人出去打工了，就只能
我们女人照看果园了。”正在给苹果花授粉的张大姐
说，她家的这块果园，每年能出产苹果万余斤，收入则

是看行情，但也能有上万元的收入。
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张集镇的红富士苹果

了。张大姐家的果园，在张集镇算是很平常的小果园。
而若说大果园，我们就得去张集镇的林堂村看看了。

登上被果树包围的林堂村一座三层小楼的楼顶平
台，放眼望去，只见全村近3000亩的苹果林在春风中果
花绽放、绿叶迷离。从虞城富硒红富士苹果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史学锋处，记者了解到，目前红富士苹果的发展
方向是绿色无公害的富硒苹果，“去年，苹果的价格很
低，但是富硒苹果依然能够卖出不错的价格。”史学锋
自豪地说，“目前，我们合作社已带动 386户农户加入。
下一步，我们还要在村里投资建设农产品深加工基地，
生产苹果汁、苹果酱、苹果醋、苹果脆片等产品，同时
紧紧拥抱‘互联网+’，创造更大的效益。”

经过近30年的发展，红富士苹果已经成为张集镇的
主导产业，种植面积近 5万亩。下一步，张集镇将继续
改良和提升苹果品质，进行精细化管理，延长产业链
条，充分利用电子商务，不断巩固和发展好全国最大的
优质红富士生产基地。

闻名不如一见，一见不如一尝。咬一口窖藏的富硒
红富士，清脆香甜、果汁四溢。

满足了味蕾，还要满足一下精神。伴随着黄河故道
生活的村庄，从来就不缺少历史故事。下面，我们就去
听听一个关于古树的故事。

在张集镇杨林村李庄自然村，有一棵远近闻名的千
年槐树。据推算，这棵槐树距今已 1200余年。据传说，
这棵槐树见过唐代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说是隋末唐
初，李渊战至张集镇李庄，就拴马于此树之下。当然，
这个故事如今已不可考证了。但是据村里的老人讲，这
棵槐树曾经非常巨大，树枝展开半径几乎有 20米。当
年，远远看到了树枝，感觉拉着草木枝车过不去，但是
经过树下的时候，却总是碰不到树枝就能过去。这件事
在村里老一辈人中，被称为“神迹”。当然，如果当年
这棵槐树果真十分巨大，那么根据透视原理，远看低低
的树枝，离的近了，当然还是会很高的。如今，古槐只
剩下粗壮的树身和断裂的树枝了。但是，春风依然能在
古槐上吹出绿色的新芽，而村里的老人和小孩，也依然
对古树保持着天生的敬畏。

对张集镇最后一站的探访，我们来到了王安庄水
库。该水库位于张集镇东北约 3公里的黄河故道上，是
黄河故道商丘段 7座串联梯级水库中最下游的一座。因
为上游水库的修建，王安庄水库里并没有多么开阔的水
面，甚至在水库中央还露出了些许长满青草的土地。三
五木舟泊于堤旁，一线杨林蜿蜒而过。在水库旁，还有
一片去处，这里正在修建光伏发电设备，全部建成后发
电量将达 12亿度，占虞城县年用电量的 1/9。清洁的能
源基地，代表了虞城对古老故道的一种使命感和责任
感。

对张集镇的探访先止于此。我们不期望一次就将故
道的故事听尽，而是更愿留下一个盼头，与故道来一次
约定：待有闲暇，再叙古今。

（执笔：商丘报业全媒体记者 祁 博 高会鹏）

策划：郭文剑
统筹：宋圣英 张浩哲 孙克东
执行：丁 敏 闻 力 秋 影 袁正建

吴 涛 郭跃旗 靳文庆 李瑾瑜
傅 青 魏文慧 刘建谠

美编：苏新诗

张集镇：鸡鸣听三省 苹果富一方
黄河故道生态走廊探访全媒体报道组

本报讯（记者 刘玉宁） 4月8日，商丘市网信办、商丘日
报报业集团、商丘广播电视台、今日头条、商丘师院、河南
博雅文化集团联合举办“论道商丘——今日头条·助力商丘
发展高峰论坛”。论坛分析了新常态下移动互联网发展状态，
探讨了“互联网+”环境下的商丘城市、商业发展及媒体融合
之路。

论坛上，今日头条商业产品副总裁刘思齐、政府合作高
级顾问总监李琳分别以《移动新媒体趋势》和《政府信息如
何上头条》为主题，分析了用户注意力向新媒体加速转移的
趋势和移动互联网时代媒体生态变化以及政务数据分析等，
并阐述了伴随着新闻资讯传播介质、传播终端的变化以及碎
片化阅读的发展，“人人都是媒体，每个机构都是媒体”将变
成现实，用民众最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权威信息十分必要。
刘思齐表示，作为一款基于数据挖掘的推荐引擎，今日头条
将充分运用科技的力量，精确地分析大数据，助推商丘城市
发展。

据了解，今日头条推出公共信息发布平台（头条号），邀
请各级党政机关入驻政务“头条号”。政府“头条号”不同于
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形式，借助先进的信息推荐算法，开通
头条号的单位无需发展“粉丝”就可将发布的信息推荐给目
标受众，从而大大地增强传播效果。

今日头条·助力商丘发展高峰论坛举行

黄河故道生态走廊
全媒体探访示意图

4月9日，工人在无菌车间里加工肉制品。河南高老庄食
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猪肉产品为主的熟食深加工企业，市农业
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公司注册产品商标“高老庄”荣获省著
名商标。该公司被省畜牧局评为省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示范单
位，被市消协评为消费者信得过单位等。本报记者 吴 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