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定于 2018年 1月 2
日 10 时至 2018 年 1 月 3 日 10 时止 （延时的除
外），在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
卖网络平台上 （网址：https://sf.taobao.com/
sf_item/562274115088.htm?spm=a213w.7398554.
paiList.26.RWweWl， 户 名 ： 永 城 市 人 民 法
院)，公开拍卖永城市东城区雪峰路东、光明路
南（永馨园 S5） 18-20#商业房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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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常法官
联系电话：13592385333

永城市人民法院
2017年11月30日

永城市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2018年
1月8日10时至2018年1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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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市梁
园区人民法院），公开第一次拍卖商丘市三和化
工有限公司土地资产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商
国用（2006）第 00820 号，建筑面积共 18097.414
平方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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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8033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17年11月30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2018年
1月 8日 10时至 2018年 1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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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
bao.com/law_court.htm?spm=5262.7189077.0.0.
qsF8TH&user_id=2021143562，户名：商丘市梁
园区人民法院），公开第一次拍卖商丘市梁园
区平原路西文化路北香格里拉 27号楼中单元 5
层东户，建筑面积：122.33平方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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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8276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17年11月30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2017年
12月 18日 10时至 2017年 12月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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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市梁园
区人民法院），公开拍卖商丘市睢阳区神火大道
东侧府前花园16#楼东单元3-4楼东户住宅（商
丘市房权证 2003字第C008590号）房产一套，建
筑面积：243.28平方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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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法官 联系电话：15225229501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17年11月30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第二次）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2018年
1月 8日 10时至 2018年 1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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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
bao.com/law_court.htm?spm=5262.7189077.0.0.
qsF8TH&user_id=2021143562，户名：商丘市
梁园区人民法院），公开拍卖商丘市团结路君
台路万和城5号楼2单元3-15层东户共13套房
产，建筑面积为 1654.12平方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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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法官
联系电话：13938939362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17年11月30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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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李宁 刘雪豪 王玉玺）“杨法
官，您好！贵院在头条曝光的俺公司与返
乡创业农民工的那个案件，想尽快结了，
您现在在贵院吗？俺一个多小时就到。”

11月29日，刚一上班，民权县法院执
行局法官杨敬文就接到了郑州某兽药公司
经理的电话。原来，早在2011年，柘城县
刘某亮利用在打工期间学到的养殖技术，
在家乡开办了一间兽药门店，并从该公司
进了几箱专用于鸡苗病害防治的药品。出
售后，养鸡户王某使用此药品后，导致鸡
苗大量死亡。刘某亮为此惹上官司，经一

审、二审判决，刘某亮赔付养鸡户王某损
失5.7万多元，加上诉讼费、病鸡处理费等
各项费用，其共计损失 6.0566万元。刘某
亮感到委屈。

2016年，他拿起法律武器，起诉供药
方某兽药公司、生产方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及中间供货商等追偿损失。经民权县法
院民一庭公开开庭审理，审判长崔振江依
法宣判上述三家公司平均承担刘某亮各项
损失 6.0566 万元。同年 3 月判决生效后，
其他两家公司都及时履行了法定义务。但
郑州某兽药公司一直以各种理由推脱责

任，拒不履行法院判决裁定文书。
进入执行阶段后，办案法官杨敬文多

次联系该公司，该公司一直逃避执行。民
权县法院于是从11月18日起，通过“今日
头条”平台，对失信被执行人郑州某兽药
公司进行曝光。该公司经过曝光，一些与
其有业务往来的厂家，纷纷中止业务，表
示不愿与不诚信的公司进行合作。

吃尽了苦头的郑州某兽药公司经理认
识到了失信问题的严重，遂与民权县法院
执行法官杨敬文取得联系。赶到法院后，
不仅履行了 2.0188万元应尽义务，还一再

承认错误，表示今后一定更加注重药品质
量，减少进货环节，不坑农害农，为养殖
户奔小康保驾护航。

据悉，通过头条曝光，失信企业主动
到法院履行法定义务的案例，此案目前在
河南省乃至全国尚属首例。为此，民权县
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邢宝书在接受采访时
说：“今后，对涉农案件的执行工作，我院
将与公安机关协作，严格按照严字当头、
打字当先的方针，采取更加灵活、更加强
硬的措施，促使一些失信企业、失信人履
行义务，还社会一个公平正义！”

失信企业缘何主动到法院履行义务？
民权县法院执行局通过“今日头条”曝光，顺利执结一起追偿案件

党的十九大是一次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高举旗帜、团结奋进的大会。习近平
总书记所作的报告，凝聚全党意志，表达
人民心声，令人振奋、催人奋进，是我们
党迈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续写新篇章
的政治宣言和行动指南，是马克思主义纲
领性文献。

准确把握新的历史方位和质量定位，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
上来

要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
时代这一新的历史定位。我们要深刻领会和
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之间的矛盾这一新的主要矛盾；要深刻领会
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这一新的思想航标；要深刻领会和把握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新的历
史使命；要深刻领会和把握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
新的宏伟目标；要深刻领会和把握党自身
建设的要求这一新的时代要求。

深刻准确把握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
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建设质量强国
这一新的质量定位。报告有十六处提到

“质量”，力度空前，首次提出要加快建设
现代化经济体系，核心内涵包括六个层
面，处处体现了质量元素。比如，坚持一
个方针，即质量第一、效率优先；坚持一
条主线，即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显著

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推动三大变革，
即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特别
是把“质量第一”、“质量强国”、“质量变
革”、“质量经济”首次写入了党中央的政
治报告，都充分说明质量工作被党中央放
在了空前重要的战略定位，为我们建设质
量强国、迈进质量时代指明了前进方向，
树立了质量经济发展坐标，赋予了新时代
质量发展的历史使命。

着力抓好学习研究和贯彻落实，迅速
掀起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热潮

全市质监系统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在学懂上下功夫，在弄通上下功夫，在做
实上下功夫”要求，集中精力抓紧研究部
署，迅速学起来、讲起来、干起来。

要真心真意学习。我们要带着强烈的
责任感和浓厚的兴趣去开展学习，坚持把
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原原本本地
学、原汁原味地学、全面深入地学、一字
不落地学、不厌其烦地学，准确把握十九
大的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全市质监系统
各级党组织要紧密结合本单位实际，精心
制订学习宣传方案，通过集中宣讲、专题
讲座、学习交流等多种形式，充分利用网
络学习平台和渠道，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深
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做到深刻领会、
全面掌握。党组中心组要把学习党的十九
大精神作为重点内容，列出专题进行研
讨，力求学深学透、融会贯通。各级领导
干部，特别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要以身作

则、率先垂范、带头研读、带头撰写学习
体会和理论文章。各基层党组织要结合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用好“三会一课”
等形式，把十九大精神传达到每一个支
部、每一名党员。要用好各类宣传阵地，
开辟学习专栏、制作宣传展板、组织知识
竞赛，推出一批优秀理论文章，大力营造
学习十九大、贯彻十九大的浓厚氛围。

要突出重点贯彻。我们要以十九大精
神为指导，不忘初心，砥砺奋进，把提高
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力抓供给产
品质量提升。要抓紧起草完成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
见》 落实方案，尽快报请市委、市政府研
究、印发。要全面加强自身建设，扎实推
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按照中央部署开展好“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全市质监事业改革
发展提供有力组织保障。要进一步健全我
市质量工作体制机制，认真落实质量工作
责任制，加快建立党委领导、政府主导、
部门联合、企业主责、社会参与的质量工
作格局，切实推动各级党委、政府把质量
工作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来抓，确保党对
质量工作的领导更加有力，确保党对质量
工作的部署要求贯彻到位。

要结合工作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系列关于质量发
展的重要论述，体现出高瞻远瞩的战略定
位、全面具体的部署要求、持之不懈的推

动落实、深刻精准的规律把握，为我国质
量发展乃至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提
供了遵循。我们要紧密结合质监工作实
际，学习研究十九大报告关于质量工作的
论述和部署要求，特别是深刻学习领会习
近平总书记有关质量工作思想，牢固树立
质量第一的意识和质量强国的理念。一是
要着力研究推动我市经济发展质量变革，
推动经济发展立足点的变革、工作着力点
的变革、政策支持点的变革，保证经济由
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二是
要从宏观、中观、微观上破题，明确质量
发展的内涵和外延，加快研究质量优势等
重大命题。三是要狠抓质量提升，盯住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瞄准国际先
进标准，着力抓好质量宣传、质量攻关、
质量管理、质量品牌培育、质量人才培
养、质量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产品、服务
和工程质量，增强做大我市质量经济优
势，为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
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不断满足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对质量安全的需
求作出贡献。

牢记质量发展使命 紧抓供给质量提升
商丘市质监局党组书记、局长 高中友

11月29日下午，虞城县城区人大代表为环卫工
人洗菜、做饭、盛饭、洗碗、打扫卫生，给冬日里的
环卫工人送去关怀，传递公益正能量。

当日，该县城区人大代表小组在“代表之家”举
行了人大代表助力“爱心晚餐”捐助仪式。人大代表
们积极参与，踊跃捐款。捐助仪式结束后，人大代表
们来到“爱心晚餐”就餐点，为环卫工人送去温暖。

“爱心晚餐”是虞城县多个爱心公益组织发起的
爱心活动，为环卫工人提供免费晚餐。

吕昕 卢泓亦 摄影报道

“这戏演得太精彩了！希望他们能常来俺这里演出。”
67岁的民权县伯党乡翟庄村村民张克勤高兴地说，“现在
不用出门，在家门口就过了把戏瘾！”11月29日，民权县
伯党乡翟庄村里好戏开锣，全村老老少少纷纷聚集在新落
成的村文化广场观看来自商丘市豫剧团的精彩演出，让全
村群众尽享了一场文化盛宴。

“婶子，这样的活动以后会有很多的，咱村今年年底
摘了贫困的‘帽子’，在精神食粮上也不能亏大伙啊！您
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这戏管您看个够！”在一旁忙碌着
的该村党支部书记翟恩德接过话茬道。

据悉，此次活动是由商丘日报报业集团驻翟庄村第一
书记罗演周邀请商丘市豫剧院为该村送上的冬日好戏，演
出时间为两天，让村民在家门口享受到了以前在城里才能
品味的戏曲大餐。

演出现场气氛热烈，高潮迭起，演员们上演的《铡西
宫》《绣花女传奇》等多出经典剧目，大大丰富了农民的
精神文化生活，让农民鼓了“钱袋”又富脑袋。

“这次的送戏下乡演出，是商丘日报社领导积极联系
市豫剧院，利用现在农民农闲时节，提高人民群众文化素
质，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需求，同时也是积极贯彻十九大
精神，给人民群众送上的一份文化大餐。”商丘市豫剧团
副团长杨坤如是说。

大戏送到小村来
本报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刘伟

本报讯（记者 李德鹏 通讯员 刘春涛）为应对当前
大气污染的严峻形势，近日，梁园区长征街道办事处多
措并举积极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该办事处着力强化责任管理，认真落实网格员第一
责任人职责。根据网格化管理工作要求，网格员认真开
展所属网格内施工工地、餐饮饭店、“散乱污”企业等大
气污染线索排查等工作，做到守土有责、失责必究。强
化监管，全面履行网格长主体责任。要求网格长充分发
挥带头作用，全面落实“一岗双责”，负责对社区各网格
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监督，指导网格员抓好各项工作落
实。加强责任追究，严格落实问责机制。对在大气污染
领域出现的工作不力、履职不到位现象启动问责，做到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

长征街道办事处

多措并举治理大气污染

本报讯（冯雁伟 孙光伟）近日，民权县白云寺镇政
府组织该镇反邪教信息员集中宣讲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

会上，该镇有关负责人分别带领学习了党的十九大
精神，让反邪教信息员真正做到学懂、弄通、做实，进
而推动该镇反邪教系统学习宣传贯彻工作向深入发展，
推动全镇新时代反邪教工作发展进步，推动全镇新时代
反邪教队伍健康成长，努力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
的反邪教队伍，营造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

白云寺镇

集中宣讲学习十九大精神

11月30日，民权县科普专家在向渔民现场传授网店管理技术。民权县科协认真落实农村电商技能人才培训工作
计划，11月29日至30日，联合该县渔业协会举办了首期农村电商技能人才培训班，积极培育“协会+示范商铺”农
村电商，大力发展“互联网＋”农业新模式，助力农村困难群众脱贫致富。 豫之岷 摄

人大代表的“爱心晚餐”

民权县科协助渔民上“网”

本报讯（记者 霍天艳） 11月30日上午，由中原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会员代码：11001）推荐的商丘
市 10家优秀企业在中原股权交易中心成功挂牌。政
府相关领导、推荐机构工作人员、10家优秀企业代
表出席了挂牌仪式。

中原证券商丘分公司总经理苏文峰和挂牌企业代
表在挂牌仪式上分别发言。苏文峰表示，此次集中挂
牌是中原证券商丘分公司落实公司总部利用资本市场
工具服务本地中小微企业的具体体现。企业集中挂牌
只是一个起点，中原证券商丘分公司将在此基础之上，
与企业保持联系、密切跟踪，将为 10家优秀企业对接
更高层次资本市场夯实基础，为企业多元化融资拓宽
渠道，同时也将为企业长远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随着锣鼓声响起，商丘市 10家优秀企业挂牌成
功，此次集中挂牌对增强企业家资本市场意识和企业
融资发展有着推动性的意义，是 10家优秀企业正式
跨入资本市场的第一步。

我市10家优秀企业

在中原股权交易中心
成功挂牌

本次集中挂牌上市的我市部分企业负责人在中原
证券大厅合影。 本报记者 邢 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