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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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河故道生态走廊
全媒体探访示意图

受商丘市财政局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6年 5
月4日9时整，在中州商务酒店（南京路与睢阳大
道交叉口东北角）一楼多功能厅公开拍卖公车改
革取消车辆一批。有意竞买者，请于2016年4月
29日 17时前持有效身份证件每辆车缴纳 2万元
保证金后到拍卖公司办理竞买手续、换领拍卖号
牌并领取竞买须知，保证金以银行实际到账为
准；拍卖未成交者，保证金3日内全额无息退还。

标的展示时间：2016 年 4 月 28 日至 29 日 9
时—17时

标的展示地点：一、万佳交通科技停车场（长

江东路与豫苑路交叉口往东 100米，再向北 100
米路东），二、华信汽车维修有限公司（中州路与
珠江路交叉口西南角）。

拍卖公司账户开户名：商丘市亿佳拍卖有限
公司

账号：41144 80101 70002 501
开户行：中原银行商丘黄金支行
地址：市神火大道与八一路交叉口东北角，

新锦江96号501、502房
拍卖公司联系电话：15539056407

15837008735
工商监督电话：2625605
商务监督电话：2560802
此拍卖公告已于2016年4月27日见报

商丘市亿佳拍卖有限公司
2016年4月28日

拍 卖 公 告

尊敬的金鼎世家小区业主：
非常荣幸地通知您，2016年 4月 28日我们在金鼎世家小区接待中心办理 6号楼、7

号楼、8号楼交接手续，请业主们按照通知时间前来办理房屋交接手续。届时，请您本
人带齐购房合同、身份证、户口簿、房款收据或发票等相关材料前来办理。

特此通知
河南省商丘市三鼎房地产有限公司

2016年4月27日

交房通知

如果说民权是镶嵌在黄河故道上的绿色明珠，那么
申甘林带就是镶嵌在民权的绿色明珠。作为民权县“两
园一廊”生态建设中的黄河故道国家生态公园，申甘林
带给民权带来的不仅是一弯绿洲，更是一种“敢叫天地
换新颜”的性格，是林带庇护下的生态和谐，是艰苦与
幸福在历史中的更迭。

听风闻香读一段故事

春夏之交的一个午后，我们徜徉在申甘林带的绿色
海洋里。在这片西起程庄镇的申集、东至绿洲办事处的
甘庄，东西长24公里、南北最宽处约4公里，面积达6.8
万亩，林木蓄积量16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70%以上的
人工防护林里，我们放松心情，寻找着深藏在林带深处
的“秘密”。

午间阳光正好，道道金光照射在枯黄的落叶和野草
上，照射在绿色、黄色和红色的树叶上，照射在爬满了
绿苔的树皮上。阵阵微风吹过，头顶参天的大树仿佛戳
到了白云，连缓缓地摆动都显得那么的庄严。

正值槐花盛放的季节，不用认真去嗅，就能在空气
中闻到香甜的花香。不要动，不要去踩那些沙沙作响的
落叶，认真去聆听，可以听到蜜蜂们嗡嗡的振翅声。

在如此安逸和美妙的环境下，我们很难想象在半个
多世纪前，这里还是一片荒芜、飞沙漫天的景象。

“新中国成立以后，勤劳伟大的民权人民就开始了
改变命运的战役。那时，我的父亲就参与了营建林带的
战役。”民权林场申集分厂厂长赵思红说，“如今，我服
务林子也有几十年了。我的孩子已经是一名森林公安，
继续服务着这片林带。”

60多年来，如赵思红这般一家三代人都服务林场的
家庭，有太多太多了。这些人，如林场更替的树木一
般，保持着一种坚守，只为这片沙土地上的绿洲。

我们问了赵思红一个简单的问题，申甘林带里大概
有多少棵树？赵思红想了一想，说这个算不清楚。我们
只能根据赵思红提供的数据大概算一算：按照每 3平方
米种一棵树的标准，申甘林带 6.8 万亩林地上大概有
1100多万棵树。

1100多万，已经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这个概念能
够给予我们的直观感受，就是清新的空气、满目的爽
朗以及对民权人民与恶劣环境斗争的敬佩和感激。

思古怀远感一方变迁

从申甘林带内蜿蜒的公路上驱车向西走，我们来到
了申甘林带的西起点——程庄镇的申集村。说起当年林
带形成之前的日子，申集的年轻人甚至是中年人，都是
完全没有概念的。该村党支部书记申子元告诉记者：

“听村里的老人讲，当年村里人吃饭，是一口沙土一口
汤。村里的地不是沙地就是盐碱地，根本种不出多少东
西，人们吃不饱不说，村子在风沙的推动下，都得好几
年一挪。”

俯下身子，抓起一把沙土，记者才能将申子元的话
在脑中稍微印证一下。而从我们眼前的一排排塑料大

棚、一列列花木植被中，我们是很难相信申子元的描
述的。

也许是怕了当年的风沙，整个程庄镇已习惯了种植
树木，就连其支柱产业也是与种树有关。如投资 450万
元在申集村建立的 600余亩绿化苗木基地，如刘庄村的
支柱产业就是种植法桐、栾树、女贞、白蜡、国槐等，
再如史庄村建立的 400余亩花卉苗木基地等。目前，整
个程庄镇花卉苗木种植面积就有 2万余亩，平均每亩年
经济效益在5000元以上。

在程庄镇的一片绿色之中，藏着一个有1000多年历
史的村子，该村名为江村，据说村内 80%的人都姓江。
在历史上该村出过一位名人——南朝著名文学家、散文
家，历仕南朝宋、齐、梁三代的江淹，“江郎才尽”的
典故就出自其身。

我们来到江村的时候，这里的江氏祠堂正在整修。
已经 79岁的江氏族长江洪德面向祠堂里供奉的牌位说：

“江氏一族在此繁衍千年，秉承祖先教诲，形成了以
‘爱国、守法、孝顺、友恭、敬长、睦族、重教、守
信、勤俭’为核心的族规。”

在祠堂外，还有一口“三套井”。据说此井经历过3
次风沙的掩埋，每次被挖开后都会重砌井口，故名“三
套井”。“这口井在 20 多年前被埋，至今都没有再挖
开。”江洪德说，“我小时候还吃过这口井里的水，很
甜。现在家家都用上自来水了，也就没人想着再把井挖
开了。”

谈天说地听一个知识

申甘林带南侧的野岗乡，因白皮酥梨而闻名。
野岗原来名叫野鸡岗。据传，当年黄河未改道时，

有一年发大水，洪水泛滥，只有一处土岗没有被淹没。
因土岗上有一野鸡，故被逃难至此的人称为野鸡岗。上
世纪80年代，野鸡岗更名为野岗。

在野岗乡张庄村，记者见到了连方成片的梨树种植
区，树下种着三樱椒等经济作物。据介绍，野岗乡原来
很大面积的土地都是盐碱地和沙土地，很难种植庄稼，
只能种植耐旱的梨树。而野岗乡种植梨树的历史，也已
近百年了。目前，野岗乡有梨树种植面积 1.2万亩，覆
盖张庄、平岗、孟庄、朱庄、郑东等几个村。

当记者来到张庄村村民韩爱歌的梨园时，他正在梨
园里忙碌着。“我在这里种梨树已经有 20多年了，我们
这里的梨很好卖，不到中秋节基本都能卖光。”韩爱歌
说，“每到出梨的季节，收梨的小贩就在梨园外面的公
路上排起了长队。我这 7亩地，每年能有四五万元的收
入吧。”

不要以为野岗的土地只能种植生命力顽强的梨树，
在野岗乡户庄村还有一处占地 1.5万亩的高标准粮田。
在这个季节放眼望去，小麦在春风中掀起阵阵绿色的麦
浪，煞是壮观。

至此，一个问题就自然而然地出现在记者的脑中
了，为什么同样是在黄河故道南侧，一个乡镇却可以有
土质不同的两类土地呢？

“在故道边，有‘急沙慢淤’之说。也就是说，在
发洪水的时候，水流急的地方，如决口处，最后沉积下
来的多是沙土。而在水流相对较缓的地方，如滩区，最
后沉积下来的就多是淤泥。”该乡党办主任刘仙道介绍
说，“沙土保水性差，适合种植梨树、花生，而淤泥地
土质肥沃，就适合种粮食了。”

在返回林带的路上，我们经过了一段铁路，据说是
当年的老野鸡岗车站。虽然车站早已没有了，但是看着
安静的陇海铁路和头顶高大的郑徐高铁，在这个新老铁
路的交会点，我们似乎感受到了一种历史的更迭。

（执笔：商丘报业全媒体记者 祁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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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甘林带：黄沙上的绿色明珠
黄河故道生态走廊探访全媒体报道组

村民利用申甘林带丰富的林下资源大力发展林下生态养殖。 商丘报业全媒体记者 崔 坤 摄

本报讯（记者 刘玉宁）积极创建文明校园，努力提高文
化品位。4月27日，我市在市一高召开文明校园创建活动动员
大会，动员全市各级各类学校积极参与到文明校园创建活动
中来，掀起校园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新高潮。市政协副主席、
市文明委副主任魏昭炜参加动员会。

动员大会上，市一高学生代表宣读了倡议书，表达了师
生对文明校园创建的信心和决心。

魏昭炜要求，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要以人为本，注重内
涵，把创建工作引向深入。各单位要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创
建成效；落实学校责任，强化监督检查；坚持改革创新，形
成长效机制。要以这次会议为契机，进一步明确任务、落实
责任、振奋精神、真抓实干，全力推进文明校园创建工作扎
实深入开展，为创建文明城市、建设文明河南做出新的更大
的贡献。

各县（区）文明办、教体局负责人以及市直各中小学校
长，三区部分中小学校长参加了动员会。

我市召开文明校园创建活动动员会

本报讯（记者 袁 莉） 4月 27日，国务院召开 2016年全
国医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总结去年医改工作进展情况，分
析当前形势，全面部署今年医改工作任务。市委常委、副市
长李思杰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在商丘分会场收听收看了会议。

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医改工作方向正确、路径清晰、措
施得力，公立医院改革加快推进，全民医保质量持续提升，
基层诊疗制度加快实施，药品供应保障体系逐步健全，试点办
医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整体取得了新的重大阶段性的成效。

会议要求，要提高认识，准确把握医改面临的新形势、
新要求，增强推动医改的紧迫感和责任感；要攻坚克难，坚
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加快推进各项重点改革取得新突
破，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和加强儿童医疗卫生服务改革发
展工作；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全局意识、责任意识，扎实
深入抓好医改任务的落地落实；要着力加强医疗改革的研究
部署、组织实施、考核督查及宣传引导，努力完成“十三
五”开局之年的各项医改任务。

国务院召开电视电话会议

部署今年医改工作任务

本报讯（记者 张 博） 4月27日，全市社区矫正工作会议
召开，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指示、
全国全省社区矫正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和省委、省政府两
办《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部署我市社区矫
正工作。市领导李思杰、王琦、许大刚、朱明伦出席会议。

自 2011年我市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以来，全面落实了对社
区服刑人员的监督管理、教育矫正、帮困扶助等工作任务，
为全市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社区矫正工作，市委常委、副
市长李思杰强调，要充分认识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意义，切
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担当意识，全面推
进社区矫正工作。要不断提升社区矫正工作整体水平。要进
一步强化工作责任机制。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
政法部门要加强协作，综治、人社、民政等部门要加大配
合。要进一步健全工作保障机制。加强组织机构建设、队伍
建设，强化经费保障。要进一步健全监督考核机制。综治部
门要细化、明确社区矫正工作考核的目标和任务，政法部门
要建立自上而下的督查评价机制，司法行政机关要发挥牵头
作用，加强对社区矫正工作目标责任制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

全市社区矫正工作会议要求

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工作

本报讯（季 哲） 4月 27日，市委网信办召开座谈会，传
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市委网信办全体人员，市委网信领导小组有关
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各县（区）网信办主任，市属新闻网站
负责人和部分新媒体代表参加座谈会。

与会人员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展开
热烈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深刻阐明了
做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的重大意义、形势与任务，为我
们做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会议要求，要原原本本地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精神，领会精神实质，结合各单位职能研究落实措施和办
法。要围绕网络造福人民，加大网络正面宣传力度，加强网
络人才队伍建设，优化信息化工作环境，健全网络安全和信
息化工作机制。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要求，树立坚定
远大的网信事业理想，努力做到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
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以新理念引领商丘网信工作新
局面。

全市网信系统召开座谈会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4 月 26 日，市城管局环卫系统举办迎“五一”职工运动
会，市环卫处和三区环卫处近百名选手参加了比赛。经过激
烈角逐，梁园区环卫处获得拔河、跳绳、自行车慢赛等三项
冠军，睢阳区环卫处获得乒乓球冠军。程国宏 沙 菲 摄

（上接1版）
第二，要正确处理好物流和产业的

关系。毫无疑问，二者之间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没有产业，物流很难发展；
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物流服务如果不
跟进，产业也难以做大做强。这里说的
产业应该理解为工业、制造业。今天各
位专家学者更多的是从物流这个角度来
讲的，但从市委、市政府思考的角度，
我们至少是把两者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上来思考。物流业本身也是一个产业，
关键是如何围绕物流业来促进相关产业
发展。刚才各位专家学者谈了很多案
例，比如“无中生有”，成功的也很多，
包括临沂市、义乌市，就是通过发展物
流业发展起来的城市。国内外有很多成
功经验，有的是先发展物流业，慢慢再
发展产业；有的先发展产业、制造业，
再发展物流业。但是作为商丘来讲，如
何能把两者更好地进行谋篇布局，这非
常重要。目前，商丘已经形成高铁十字
交叉枢纽和普铁十字交叉枢纽。我们不
仅要发展物流业，同时还要发展与物流
相关联、交通偏好型的产业。我们要认
真研究思考与高铁、普铁十字枢纽相匹
配、相关联的产业发展，也就是要加快

发展枢纽经济，比如高端装备制造、电
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等先进制造
业，金融保险、总部经济、服务贸易、
文化旅游等现代服务业，以此推动经济
枢纽建设，加快商丘发展。

第三，要正确处理好局部和全局的
关系。既要立足于商丘实际情况，还要
采取开放的思维方式，视野更开阔一
些，把商丘发展放在中原经济区东部战
略支撑的位置来考虑，放在豫鲁苏皖四
省接合部区域性中心城市的位置来考
虑。商丘是全国66个区域性流通节点城
市之一，又是“一带一路”的关键节
点，这是我们发展的一个机遇，也是优
势。我们要抓住机遇，站位全局谋划
好、利用好优势，不断放大优势，以局
部发展突破带动全局发展。

魏小东指出，希望各位专家学者继
续对商丘物流业及相关产业发展进行更
深入地研究，并且和市委、市政府搞好
对接，给我们提出更多更系统的意见、
建议。我们将运用好这次研讨会成果，
并在今后工作中更加重视人才工作，真
正利用好商丘的人才资源，为他们发挥
作用搭建平台、健全机制、营造氛围，
助推商丘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2016商丘现代物流业发展研讨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