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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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⑨

黄河故道生态走廊
全媒体探访示意图

本报讯（记者 徐 凌） 4月20日，商丘市日用小商品行业
协会第一次会员大会暨成立大会在中原佳海国际商贸城多功
能厅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曹艳英当选第一
届理事会会长。

据了解，该协会是由我市小家电、塑料制品、厨卫用
品、民用陶瓷、不锈钢制品等相关行业企业、团体和个体经
营者自愿结成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协会的成立，搭建起了
政府部门和日用品行业企业的桥梁和纽带，将有利于会员企
业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有利于政府更好地引导、服务
日用品行业及企业，对于推进商丘市日用品行业的健康发展
将发挥积极作用。协会将坚持“以会员为基础，以服务为宗
旨，以发展为目标”的办会方针，按照“自主设立、自我管
理、自律运行、自我发展”的要求，建立科学、民主、规
范、标准的运行机制及管理制度，不断加强行业组织之间、
会员单位之间资源、管理和信息等方面的沟通和交流，引领
和促进日用品行业整体健康发展，为繁荣商丘经济发挥更大
作用，为建设和谐商丘、富裕商丘做出积极贡献。

商丘市日用小商品行业协会成立

本报讯（刘会彬）经市政府外侨办牵线搭桥，市政府办
公室与青岛百思特物流有限公司成功签约一物流项目，签约
金额 1000万元，青岛百思特物流有限公司下一步将在我市开
展相关进出口贸易及运输业务。

青岛百思特物流有限公司是一家较具规模的物流运输企
业，近年来公司业务不断发展壮大。通过市政府外侨办热情
邀请，今年以来，该公司派员对商丘进行了全方位考察。我
市巨大的发展潜力和优越的投资软环境深深吸引了该公司，
拟在商丘投资 1000万元开展后续相关进出口物流业务，依托
商丘保税物流中心、商丘电子商务产业园等服务平台，将公
司打造成为苏鲁豫皖四省接合区域最大的进出口报关报检、
进口通关等多功能一体化的物流运输综合服务平台，为商丘
及周边外向型企业开展进出口贸易提供全方位物流运输综合
服务。

今年以来，市政府外侨办紧紧围绕全市中心工作，充分
发挥外事部门职能优势，积极“请进来、走出去”开展对外
宣传和招商引资工作。青岛百思特物流有限公司项目的成功
签约，将弥补我市外向型企业进出口贸易物流运输综合服务
企业这一空白，实现合作双方互惠互利和共蠃发展。

市政府办公室与青岛百思特物流有限公司

签约1000万元物流项目

车到梁园区谢集镇，停下脚步，请先跟随记者深吸
一口气。在后面的讲述中，你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去感受埋藏在谢集镇历史中的那些秘密。

谢集镇地处豫鲁两省、梁曹民宁四县 （区） 接合
部。历史上的谢集镇有“第二归德府”之称，当地漕运发
达、交通便利、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也因此，这里一
些看起来很不起眼的地方，都可能包含着丰富的历史。

“步口村”的由来和农业发展

我们在谢集镇尚楼村一段宽敞平整的上坡路上停
下，开始步行。路面逐渐抬高，在我们稍微有些气喘吁
吁的时候，故道大堤直入眼帘。

只见一条沟渠从故道大堤南侧横穿而过，切断我们
脚下的孙谢路。这条看来不起眼的沟渠可不一般，它可
是商丘人尽皆知的包河的源头。

我们所处的这段故道大堤，在当年被称为“步
口”。所谓步口，也就是黄河漕运的渡口，就和现在高
速公路的出站口一样。在谢集镇，如张步口村、王步口
村，都是因当年步口的地位而得名。

沿着一条石板路登上故道大堤，没有刻意修整过的
堤顶依然郁郁葱葱。在两行杨树中间的绿草地上，蒲公
英正随风放飞春日的希望。

离开包河源头，我们转道黄辛庄詹楼村去看那里的
葡萄种植产业。詹楼村的葡萄种植始于20多年前村民詹
林录将在外地学到的葡萄种植技术带回村里的时候。目
前，詹楼村有葡萄种植面积 600多亩，涉及夏黑、108、
红提、绿宝石、粉红等十多个品种。该村已成立了葡萄
种植合作社，并申请了“亿果”商标，下一步将开展葡
萄的深加工。

詹楼村的葡萄种植能够延续20多年，并取得很好的
经济效益，一方面得益于葡萄种植技术在该村的普及和
升级，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故道沃土的哺育。而如果说起
故道沃土对谢集镇的哺育，那么谢集镇至少有两家企业
应证了故道的肥沃。这两家企业就是中粮储谢集粮库和
白象食品集团河南面业有限公司。这两家企业之所以落
户于谢集镇，正是因为谢集粮食产量和质量的稳定。

一直以来，谢集镇始终把粮食生产摆在民生工作的
重要位置，着力提高农产品科技含量，切实提高亩均效
益和整体生产水平。为切实推进高效优质农业开发，培
育小麦高产丰收基地，该镇在西街村、高楼村、肖庄村
等7个行政村建立了“万亩小麦示范方”。

老谢集里的故事

艳阳高照，树影斑驳，我们来到了谢集镇西街村，
去参观西街小学。或许你会感到疑惑，一所小学有什么

好看的？但是别忘了记者上面说到了，在谢集，任何不
起眼的地方都可能有丰富的历史，就比如这所小学。

还没有进入小学，就有一面石碑映入眼帘，石碑上
书“民国学堂”四个大字。进入小学，迎面而来的就是
一座设计古朴又不失大气的礼堂规制的建筑。该建筑面
阔5间、进深2间，建筑面积约288平方米，门窗上弧下
方配以砖雕花饰，二层楼顶四周饰以七层砖雕花沿，正
面山花中间雕竖匾“培养国基”，门楣上方雕“大礼堂”
三个字，三个字左右分别刻有“忠诚、孝悌、礼义、廉
耻”八个大字。据谢集镇老文化站站长、今年已经70多
岁的段清伦介绍，这八个字就是当年民国小学的校训。

“谢集西街小学始建于 1921年，是在原白衣阁和平
布寺庙宇的基础上建立的学堂。1952年我在这里上小学
的时候，学校已改名为谢集西街小学。解放前，这里可
是民国的县立万全小学校。”段清伦说，“什么是万全小
学校呢，就是学校教授的内容，基本包含了现代教育所
教授的内容。这所小学，在当时商丘的西北部，是唯一
的万全小学校。”

谢集西街小学所处的位置，古时是谢集镇的镇中
心，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老谢集”。这里曾有四面城墙
和护城河，城内面积 1.5平方公里。据段清伦回忆，古
城四座大门有着四个“霸气”的名字，分别为“东流抵
柱”、“西土怙茂”、“南楼堂荫”、“北广渊丛”。至于这
四个名字的意思，段清伦也已经说不清楚了。他只记

得，老谢集的城墙在1971年的时候被拆除，拆下的青砖
都服务于当年的水利设施了。

离开谢集西街小学的时候，我们偶见一块石碑，上
面隐约刻着“归德州”三个字，这块石碑的来历已没有
人能说清，但是这块石碑似乎正默默诉说着谢集的历
史，以及黄河给这里带来的繁华和灾难。

神秘的“712”工程

在谢集镇的最后一站，我们来到了距离谢集镇 3里
路远的三里村的故道大堤。这段大堤其实平淡无奇，只
是有一些突出大堤、需两人合抱的粗管子引人注目。从
一个小步口下到大堤的南侧，我们看到了一扇黑洞洞的
石门。进入石门，眼前一片漆黑，只感到阵阵的凉意。
等眼睛适应了一会，我们终于看清了石门里的乾坤——
一个直径 20多米、高近 20米的巨大蒙古包式空间！谁
能想到，在这段故道大堤下，竟然隐藏着这样一处令人
惊讶的去处！站在这里面，那些在外面看起来粗壮的管
子，就显得非常细小了。而这些外漏的管子，也仅是这
里的通气口而已。

“这里就是当年的‘712’工程，是 1971年 2月为备
战而修建的秘密油库。”当年参与了该工程修建的董自
臣说，“如这样的油库，在这段大堤下并排修建了 10
个。”当然，这些油库目前已经废弃，但是其坚固的建
构使其历久弥新。

对谢集镇的探访在我们的不断惊讶中结束了。黄河
故道右岸的这座小镇，埋藏了太多的历史，而我们的探
访，只揭开了这里所埋藏的秘密的冰山一角。至于历史
长河下那些默默无闻的故事，就需要你来细细地追寻了。

（执笔： 商丘报业全媒体记者 祁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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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集镇：依偎在故道旁的“第二归德府”
黄河故道生态走廊探访全媒体报道组

谢集镇境内的黄河故道大堤。 商丘报业全媒体记者 崔 坤 摄

兹定于 2016年 4月 23日（星期六）上午 9时，

在商丘市梁园区拍卖行举行小型机动车号牌公益拍

卖活动，拍卖所得款全部纳入商丘市道路交通事故

社会救助基金。即日起凭身份证办理报名，交纳 1

万元的保证金，报名截止时间：2016年4月22日16

时，不成交3日内全额退还保证金。

开户银行：商丘华商银行梁园支行（实验小学

北门东）

账 号：0000 0021 3183 2349 0012

户 名：商丘市梁园区拍卖行

地 址：团结路与平原路交叉口邮政储蓄三楼

电 话：15333706017 15333706018

豫N3B000 豫N3B111 豫N3B222 豫N3B333

豫N3B444 豫N3B555 豫N3B666 豫N3B777

豫N3B888 豫N3B999 豫N96366 豫NBM566

豫NFQ866 豫NFM966 豫N13877 豫N55077

豫NF6977 豫NBD077 豫N73088 豫ND6588

豫NRG588 豫NUB088 豫N53599 豫NU7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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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N0B788 豫N0B799 豫N0B866 豫N0B877

豫N0B899 豫N0B966 豫N0B977 豫N0B988

豫N1B066 豫N1B077 豫N1B088 豫N1B099

豫N1B166 豫N1B177 豫N1B188 豫N1B199

豫N1B266 豫N1B277 豫N1B288 豫N1B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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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牌拍卖公告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2016年5月9日10

时至 2016年 5月 10日 10时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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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拍卖商丘市梁园区文化路北、神火大道
西喜来登广场 3号楼 9层A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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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法官
联系电话：13592367898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16年4月20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定于2016年4月29日上午10
时在本公司公开拍卖永城市西城区牌坊街路东人民
路北二层房产（建筑面积 233.41平方米，一层用途
为商业，二层用途为办公）。

欢迎有意者咨询考察，欲参加竞买者请于拍卖
日前持身份证明到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并交纳竞
买保证金8万元（不成交全额返还）。

展示时间：即日起至4月28日
展示地点：标的物实地
咨询电话：0370—3264499 15503814999

商丘市佳信拍卖有限公司
2016年4月20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2016年5月9日10
时至 2016年 5月 10日 10时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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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拍卖商丘市梁园区八一路北、归德路东
都会国际回迁A3号楼东数4单元6层西户住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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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法官 联系电话：15225229506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16年4月20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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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四个不
为”专项治理活动开展以来，宁陵县按照工作标准要高、
活动程序要严、治理成效要实的总体要求，采取细化标
准、巡查指导、分层督导、严肃问责的方法，盯住、盯
紧、盯实，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细化标准。按照活动要求，结合实际，将活动组织实
施、着力完成的重点工作、保障措施等细化为 26项具体
任务，明确相关责任人和完成时限，做到责任清晰、任务
量化，高点定位、落实抓工作的新机制新举措，确保活动
高标准运行。

巡检指导。紧紧围绕活动的总体要求，采取定期检
查、不定期抽查、明察暗访等形式，进行拉网式、全覆盖
督查，把握不同时间段活动开展的工作重点，在单位开展

“五查五看”活动，一是查开展活动是否扎实，看主体责
任落实是否到位；二是查宣传发动是否广泛，看活动氛围
是否浓厚；三是查学习培训是否到位，看党员干部思想认
识是否提高；四是查大讨论是否深入，看学习体会是否深
刻；五是查干部精神风貌是否优良，看在严守纪律、推进
工作任务完成上是否有效。

分层督导。县四大班子领导坚持“一竿子插到底”，
与分包和联系单位一起学习、讨论，直接督促指导活动
开展。县督导组着力实现督导无盲点，同时将督导重点
拓展到服务窗口和基层一线。各单位督导组重点督导每
名党员干部，使工作任务层层推进、工作压力层层传
导，实现上下联动、整体互动、强力推进，推动活动健
康发展。

严肃问责。在督导中发现的问题和不足，及时给予相
关单位科学合理的意见和建议，同时下发整改通知书，要
求其限期整改，目前已下发整改通知书9份，并做好整改
情况的跟踪督查。按照“五查五看”内容，对活动重视不
够、行动迟缓、标准不高、走过场的 13个单位进行了通
报批评，责任追究7人。

宁陵县

强化督查指导 确保取得实效

（上接1版）
今年2月末的一天，张传真给市长李公乐发信息，表达了

想把雪松无偿捐送给市政府搞绿化建设的愿望。在3月4日我
市召开的园林绿化工作现场会上，李公乐在实地查看城市森林
公园的建设情况时，高度赞扬这位热心奉献的老党员，称她是

“大家学习的榜样”，称赞“她的这种精神会激励我们把工作做
好、把商丘建设好”，并安排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落实此事，
完成老人的心愿，把爱心树种好、把好事办好。

为了给这些雪松安好家，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主任
陈向阳第二天就安排相关负责人到包公庙乡看望张传真，联系
对接捐树事宜。随后，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又专门召开会议，
结合该区园林绿化工作的需求，研究具体的移栽地址，制订移
栽方案，最终确定在睢阳大道东侧、陇海铁路北侧规划一处新
的城市绿地，专门安置这些爱心雪松，完成了老党员张传真的
心愿。

捐树800多棵
支持家乡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