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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 冰 通讯员 尚林杰 李拥华） 日
前，为确保全市检察机关清“表”治“里”专项检务督察
活动自查自纠阶段的开展，市人民检察院召开自查自纠阶
段专项督察会，对该院选出的 24名纪检监察专员提出了
明确要求。

全市检察机关开展的清“表”治“里”专项检务督察
活动，是我市检察机关落实市委开展的懒政怠政“四个不
为”专项治理活动的有力举措，也是进一步加强全市检察
机关纪律作风建设和健全内部监督机制的一项有效途径。
此项活动自 3月 9日开始，为期 3个月，分为自查自纠和
整改提高两个阶段。为确保自查自纠的效果，该院抽调多
名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干警组成督察组进行检务督
察活动。此次督察内容共有七方面 18项，涵盖市委开展
的懒政怠政“四个不为”专项治理活动内容，执行高检
院和省、市检察院下发实施的各项规定和禁令以及检察
干警执法作风、工作作风、检风检纪和日常管理制度的
执行情况等，重点对贯彻落实“三不承诺”情况进行督
察。督察活动采取经常性督察、节点督察和检查督察的
方法进行。督察通报将在检察内网上公布，对督察中发
现的违规行为及时告知违规者本人和相关部门，并督促
整改。对违规行为视其情节轻重，给予相应责任人员诫
勉谈话、通报批评、组织处理和纪律处分，督察结果、
处分情况等存入纪律作风廉政档案，作为考评、奖惩和
晋升的依据。

全市检察机关

开展专项检务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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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故道生态走廊
全媒体探访示意图

探访黄河故道，总避不开一个主题，那就是水果。
这不，4月 6日，商丘报业全媒体报道组雨中探访

“中国优质苹果基地百强乡镇”——虞城县乔集乡。正
值红富士苹果的花开时节，果园里那红里透白的苹果花
竞相争艳，更显春意盎然，一股春的气息扑面而来。

在乔集乡，值得你驻足的不光是苹果园，还有一条
连成线的生态文化观光带。在这条文化长廊上，从年初
到岁末，都能让你看到无限风光，感受浓重的乡土风
情。从每年 2月杏花竞相开放，到秋末冬初的石榴、苹
果等喜获丰收，来到这里，你不用为看花或赏果而发
愁，更可一饱口福。

曾经，3万多乔集人民饱受黄河故道磨难。而今，
黄河故道滩区又为乔集乡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和资
源，让这个故道小乡迎来了新生。近年来，乔集举全乡
之力，全面升级改造乡容乡貌，改善生态环境，在这片
饱含深情的土地上演绎着无限精彩。

白墙黛瓦的建筑风格、道路两旁的绿化苗木、整齐
划一的太阳能路灯……如今，乔集乡已今非昔比，而发
生改变的并不仅仅是环境，更有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和
思想观念。

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说说赵慧这个年轻人。去
年10月，苹果丰收，却出现了滞销，全乡果农都为销售
愁眉苦脸。而乔楼村的赵慧对网络“情有独钟”，开始
尝试在网上销售苹果，一天到晚都盯着手机、电脑。为
此，丈夫还跟她吵了一架。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才几天时间赵慧就销售了1000
多斤苹果。更令人吃惊的是，本地苹果价格每斤不到 2
元，她在网上销售的价格是 5 元/斤，最高卖到 7 元/
斤。不到年底，她不但把自家的四五万斤苹果销售一
空，还帮邻居卖了五六万斤。

赵慧本来就是乔集乡的苹果“种植状元”，这下，
又成了闻名全乡的“销售状元”。对此，赵慧坦言，她
已不满足于通过淘宝、微店和朋友圈里销售苹果。她正
在策划一项新的营销模式——“智能冰箱”。消费者只
需扫描她的二维码，就可直接选择她家果园的水果，保
质保鲜。

其实，赵慧通过互联网销售苹果并非偶然。近年
来，乔集乡围绕提高农民收入，多措并举发展林果业，
先后引进推广新品种、新技术20项，年产优质果品3000
万公斤，累计增产值 1亿元以上。仅果业一项，年人均
增收2500元，已成为该乡的主要支柱产业。

为加速“互联网+观光农业”工程的实施，乔集乡
通过“电子商务+专业市场+仓储+物流+微商”的形
式，加快发展生态旅游产业，以点带面，实施产业带
动，实现富民强乡的目标。

“我很丑，但是我很甜。”这是乔集“丑苹果”的宣
传词。近年来，乔集乡注重品牌打造，成立果业科技协
会，组织种植大户、科技能手外出参观学习种植技术，
引进优质品种。同时，聘请专家教授定期举办技术讲
座，深入田间地头，手把手指导果农。每年，政府还组
织举办苹果采摘节、灯会等活动，积极推介乔集苹果，
努力打造乔集苹果品牌，积极引导年轻果农利用网络销
售苹果。目前，全乡已有近千名果农利用网络开拓市
场，每天通过物流发往全国各地的苹果5000余箱。

一天的采访中，记者深切感受到，在当地政府的领
导下，勤劳、朴实的乔集乡群众转变思路，停下了外出
打工的脚步，守着生养他们的这片土地，开启那扇脱贫
致富的大门。

据乔集乡党委书记王琪介绍，乔集乡地处黄淮冲积
平原，北靠黄河故道，黄河在此流经 700余年后改道，
留下了巍峨葱茏的黄河大堤。该乡大部分地处黄河故道
高滩地，多届党委、政府利用自身优势，制定了以林果
业为主导的农业结构调整总体思路，不断加大农业产业
结构调整力度，规模栽植果树，创造林业精品，培植绿
色财源，发动和组织群众发展林果业。

在乔集乡北部，沿黄河大堤一带建有 1.5万余亩防
护林，幽静的林间小路和行行绿树陪伴着蜿蜒盘旋的黄
河大堤肆意张扬。明媚春光中，蕾芽初吐，林中漫步，
休闲静心，是人们工作劳累之余的最好去处。目前，乔
集乡开发了刘楼杂技专业村、龙啸烟云寺生态园、黄河

故道生态观光带、黄河生态防护观光区、洪河生态园、
福道生态园，供游人观赏的、品尝的，应有尽有。

来到乔集乡，如果你看不到刘楼杂技，那可算白来
啦。刘楼村是出了名的杂技村，上至八旬老人，小到几
岁孩童，耍起杂技来那真是牛。目前，乔集乡从事杂技
的人员就有 5000多人，辐射到周边侯庙、高范庄、乔
集、六庄等十几个村。2012年，刘楼村杂技被纳入虞城
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伞舞、云碗、空中云帽、咬车立人、晃板打碗、骑
立车走钢丝、空中飞人……这些高难度的杂技项目，刘
楼的艺人们表演起来却轻松自如。常年来，村民们凭借
精湛的技艺，走南闯北谋营生，仅杂技一项，每年就为
刘楼村带来人均上万元的收入。

“来！来！吸根香港烟……”在刘楼村村委会，刘
世生拿着一盒烟不停地散给大家，满脸的灿烂笑容丝毫
不掩饰内心的自豪。身为虞城县杂技协会主席的刘世生
已年过六旬，是刘楼杂技第七代传人。

这次应邀赴香港参加全国中老年团体才艺赛粤港澳
大联欢大赛，刘世生也没想到会如此受欢迎。按计划，
他们准备了 4个节目，但是看到他们精彩的演出后，评
委们却一再让他们追加节目。为此，整个比赛表演延长
了40多分钟。全场评委、观众却意犹未尽，约他们再去
香港演出。这次比赛，他们勇夺团队二等奖，四人荣获
优秀表演奖。

杂技、果园、林海、故堤……每个简单的词语，都
代表着一个丰富的内涵，不身临其境，无法体会到这种
融入大自然、返璞归真的感觉。闲暇时刻，生态乔集与
你相约……

（执笔：商丘报业全媒体记者 高会鹏 祁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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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开展懒政怠政深入开展懒政怠政““四个不为四个不为””专项治理活动专项治理活动

本报讯（记者 高会鹏 通讯员 何 为）宁陵县在“四
个不为”专项治理活动大讨论中，从“五个结合”入手，
突出重点，注重实效，扎实推进活动深入开展。

与强化思想教育相结合。该县要求党员干部要从思想
认识上拧紧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这个“总开关”，牢
固树立正确的权力权、利益观、道德观和法律观，学会敬
畏人民、敬畏权力、敬畏道德、敬畏法纪，清楚自己的定
位，摆正位置。与从严管理干部相结合。进一步建立健全
内部管理制度，完善绩效考核管理，全面发挥考核促进干
部履职尽责的杠杆作用，有效提升办事效率，防止行政行
为“走偏”。与开展项目化督查相结合。把县委、政府重
大决策、重点项目和重要工作进行量化分解，实行项目化
管理，落实项目推进责任制。着力解决群众反映的项目进
展缓慢、审批推诿扯皮、执法监管不力等问题。与效能建
设相结合。严格落实首问负责制、一次性书面告知、限时
办结、超时默认和公示制度，强力推行“零停留”办公、

“零差错”办理、“零关系”办事。与督查问责相结合。加
强对干部的监督，抽查干部日常工作开展情况，注重考核
评比，真正识别出想干事、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优
秀干部，对怕出事、不干事的党员干部予以问责和坚决调
整。

宁陵县“四个不为”专项治理大讨论

突出重点 注重实效

本报讯（任长生） 4月 8日，作为第十届中国（河南）国
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重要内容之一，2016河南国际友好城市
经贸合作洽谈会在郑州隆重举行，来自世界各地 3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 80多个团组前来郑州参会。商丘市政府外侨办组团
参加了此次大会并成功签约项目1个，签约金额180万美元。

本届大会由河南省人民政府、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
办，省外侨办、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省海外交流协会承
办。大会旨在发挥河南省国际友好城市作用，整合国际友城
资源，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今年以来，市政府外侨办紧紧围绕全市中心工作，充分
发挥外事职能优势，着力推动全市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工
作。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市政府外侨办积极组织全市涉外企
业参会，分别与亚美尼亚客商在环保、新能源、电子商务等
领域进行了深入洽谈，并不失时机地推介宣传商丘资源优
势，收到了良好的成效，成功促成亚美尼亚AGH公司购买商
丘瑞新环保公司连续化热解装备一套，合同总价值 180万美
元。外商纷纷表示，商丘的发展潜力巨大，劳动力资源丰
富，希望进一步在商丘寻求更广泛、更深入的合作机会，拓
展合作发展空间。

市政府外侨办组团参加2016河南国际友城经贸洽谈会

成功签约180万美元项目

日前，市第三人民医院派出由儿科、内科、外科医生组成
的专家义诊团，到睢阳区坞墙镇开展义诊活动，将最优质的医
疗卫生服务带给群众。专家义诊团对镇卫生院医护人员进行了
指导和帮扶，并现场为100多名群众进行了义诊，受到了广大
群众的欢迎。 本报记者 李娅飞 摄

申请执行人韩守旗与被执行人黄军伟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本院在执行过程中依法查封了被执行人黄军伟位于商
丘市睢阳区南京路北睢阳路西无线电管理处家属院综合楼
东单元四层西户的房产，产权证号为：2007字第 0024173号，
经公告拍卖程序，拍卖标的均已经流拍。依照《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二十
八条的规定，现决定将被执行人黄军伟的上述财产以流拍价
388543.5元进行变卖 ，现将有关变卖事项公告如下：一、变卖
财产位置：商丘市睢阳区南京路北睢阳路西无线电管理处家
属院综合楼东单元四层西户的抵押房产。二、变卖价格：人
民币 388543.5元。三、变卖期限：自本公告公布之日起 20
日内。四、标的的咨询及报名方式：持本人身份证或其他
有效证件向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提交书面申请。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370—2313687

梁园区人民法院
2016年4月11日

梁园区人民法院变卖财产公告
（2014）商梁法执字第109号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 2016年 4月 25日 10
时至 2016年 4月 26日 10时（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梁
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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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2.7189077.0.0.
qsF8TH&user_id=2021143562，户名：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
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商丘市南京路工业批发市场第二排东
数第十二户商业房产，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
有意竞买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马法官 联系电话：13938942788
梁园区人民法院
2016年4月11日

梁园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第二次）

乔集乡黄河故道大堤上的果树。 商丘报业全媒体记者 傅 青 摄

4月11日，民权县高新区一制冷企业的工人在认真作业。据悉，为不断满足市场需求，该县制冷企
业加大技术创新力度，新研发的冷柜、冰箱投放市场后供不应求，销售形势一路看好，技术补齐发展的
短板的效应初现。 本报记者 闫鹏亮 摄

高新区里生产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