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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游客在梁园区刘口镇大樱
桃种植园体验采摘的乐趣。近年来，当地政
府鼓励农民发展现代特色种植养殖业、乡村
生态游，走出了一条特色致富路。

本报记者 邢 栋 摄

本报讯（记者 白 鹏）在第 19个“世界计量日”来临
之际，近日，市质监局结合光明计量进校园与精准扶贫工
作开展，积极联系千里、亨得利两家眼镜公司，深入睢阳
区郭村镇老少楼、袁店、枣园、张胥四所小学开展了光明
计量扶贫助学进校园活动。

工作人员每到一所学校，都积极向大家宣传计量科普
知识，讲解爱眼、护眼健康常识，以及如何预防、降低近
视率和配、戴眼镜的有关注意事项，耐心解答师生配、戴
眼镜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并免费为在校师生进行视力
测试、验光检测、眼镜度数校验，以及眼镜配制。

此次活动，共为师生检测视力 580余人，配制眼镜 125
副，发放宣传手册300余份，不仅有效增强了学生爱眼、护
眼的健康常识，更为贫困留守儿童带去了温暖和关爱，活
动得到了广大师生的高度赞誉。

市质监局

开展光明计量助学进校园活动

本报讯（记者 丁新举 通讯员 史国栋 赵恒华）“过去
从刘口到商丘火车站，光倒车就要两三次，时间也在一个半
小时以上，108路城乡公交车的开通，不仅节省了时间，也
省去了中途倒车的麻烦，崭新的公交车不仅坐着舒服，还有
空调呢！”5月 18日，去梁园区刘口乡天沐湖风景区的游客
张天玉高兴地说。

5月13日，我市直达天沐湖风景区的108路城乡公交车
开通，为前来天沐湖旅游的游客减少了麻烦，得到了群众的
一致称赞。

108路公交车全线运营长度为20余公里，从商丘市火车
站始发，沿途经过黄楼、双八、杨楼、刘口、张彭、西刘等
数十个公交站，最终到达风景优美的天沐湖风景区，为我市
最长的公交线路之一。

刘口乡是梁园区最大的旅游乡镇之一，境内有数个拥有
故道风光的旅游景点。其中天沐湖风景区地处黄河故道，是
我市重点旅游风景区，内有万亩天沐湖水面、炎黄二帝像、
大樱桃采摘园和野味名吃一条街等，被誉为“商丘的后花
园”，是休闲旅游度假的理想所在，但是因为位置偏远，交
通不便，其发展一直受到约束。为了让我市居民以及外地游
客能顺畅地到景区旅游，我市有关部门在市委、市政府的支
持下开通了108路公交车。

直达天沐湖景区
108路公交专线开通

5月16日，忠民河北海路至紫荆路段综合治理项
目正在加紧施工。据了解，该河段5月底之前将完成
挡墙施工，实现河底贯通；8月底之前，包括亲水平
台、广场、滨河路、微地形等在内的土建工程全部结
束。 本报记者 邵群峰 摄

新闻在线

本报讯（高云光）常言道，久病床前无孝子。然而，宁
陵县城关回族镇东关村好儿媳李真兰十八年如一日，精心侍
奉瘫痪在床的年迈婆婆张好婷，被邻里传为佳话。

李真兰今年 58岁，她的丈夫赵来峰今年 60岁，一家人
靠1.8亩口粮田度日。1996年春，赵来峰的父亲赵天志因病
离世，四年后，赵来峰的母亲因高血压而患上偏瘫，生活不
能自理。赵来峰和妻子李真兰育有三儿两女，为了糊口，丈
夫赵来峰出外打工挣钱养家，妻子李真兰既要照顾孩子，又
要照顾瘫痪在床的婆婆，从没有怨言。

5月 16日，笔者慕名前去采访。只见 86岁的婆婆躺在
家中，住室虽然简陋，但打扫得干干净净，屋里竟然没有一
点异味。邻居赵天鱼说，李真兰对待婆婆比亲娘还亲，每天
为老人端吃端喝，端屎端尿，每天为老人更换尿不湿，换洗
衣服，所以老人能够长寿。

据李真兰介绍，她家经济条件相当拮据，如今两个儿子和
一个女儿相继成家，还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没有结婚。李真
兰自己也有病在身，长期患有心脏病和膝盖老化，去省人民医
院检查，专家说，
两个膝盖需要
换，看病下来得
二十多万元，李
真兰觉得家底
薄，就一直迁就
着过日子。

好儿媳李真兰

侍奉瘫痪在床婆婆十八年

本报讯（刘 斌）自“三·五”基层工作日活动开展以
来，梁园区运管局“三·五”工作组和驻村扶贫工作队围
绕脱贫攻坚、信访稳定、基层党建三项重点，察民情、解
民忧、办实事，着力解决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
题，扎实开展扶贫送暖活动。

该局以“四访四帮”重点对村“两委”班子、党员、
贫困户进行调研走访，了解村情民意、梳理致贫原因，办
好民情订单。通过资金扶持、项目推介、特种养殖等形式
进行手拉手、无漏户帮扶，对调研摸排出来的贫困家庭、
留守儿童、困难党员、孤寡老人进行慰问，为贫困户健康
体检，协调市、区劳动局、财政局安排公益岗位和特种养
殖、协调外出务工等有效帮扶方式，助力脱贫致富，解决
贫困群众生活实际困难。

梁园区运管局

扎实开展扶贫送暖活动

本报讯 （记者 张 铨） 5 月 17 日，
记者从市农机局获悉，为保证“三夏”农
机抢收抢种顺利开展，全市农机部门及早
动手，积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做好摸底调查。2月份，市农机部门派
出管理和技术人员深入乡村，调查小麦生
长、用机需求及作业市场情况，并将全市
小麦跨区作业信息通过中国农机化信息网

向社会发布。
及早动员部署。市农机服务中心召开

了各县 （区） 农机局局长会议，对“三
夏”机收会战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印发
了“三夏”农机工作方案，成立了“三
夏”工作督导组。

积极开展技术服务。截至目前，全市
通过集中培训、以会代训、入村宣讲等方

式培训机手3.7万人（次），检修保养各类
农业机械18.5万台，参加“三夏”作业的
动力机械检验率达 100%。大力开展小麦
秸秆粉碎还田技术演示和宣传，努力提高
秸秆粉碎还田质量和水平。

做好引派农机工作。全市免费发放跨
区作业证5000份，引导农机合作社与外地
加强联系，协议引进农机3180台、派出农

机5200台。
认真做好应急准备。完善了“三

夏”农机生产应急预案，依托农机合作
社组建了农机作业应急服务队；与信
阳、安徽、江苏等地加强联系，如我市
出现小麦大面积倒伏或连续阴雨天气，
确保能够及时引进履带式收割机来我市
收麦。

市农机部门积极备战“三夏”生产
培训农机手3.7万人，检修保养各类农业机械18.5万台，检验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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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农民工在宁陵县乔楼乡徐
庄村金银花产业基地采摘金银花。近年来，
徐庄村大力发展金银花产业，形成了产、
加、销一条龙的金银花扶贫基地，有效地改
善了生态环境，使一些农民不出村靠发展金
银花走上致富路。 吕忠箱 摄

5 月 17 日，市通信传输局工作人员向市民宣传
“三电”（电力、电信、广播电视） 设施安全保护知
识。当日是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我市在商都广场
举行市区集中宣传活动，旨在形成全社会自觉保护好

“三电”设施的良好局面。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本报讯（谢丹华）“三夏”即将来临，民权县花园乡
立足“早”字做文章，早动员、早部署、早落实，积极做
好“三夏”农业生产各项准备工作，确保今年“三夏”工
作顺利进行，为脱贫攻坚决战决胜打下良好基础。

该乡一是困难帮扶早摸底。组织乡村干部对全乡的贫
困户、留守妇女等困难家庭进行入户排查、摸底，组织党
员干部帮扶队，开展义务帮扶，确保全乡不落下一户一
人，圆满完成“三夏”生产任务。二是农机服务早落实。
乡农业服务中心对全乡现有机械现场“把脉”会诊，及早
检测、检修、调试，抽派农技人员入村到户，指导农机手
科学保养机具，保证农机临战状态良好，确保“三夏”期
间农机服务安全运行。三是夏种物资早储备。动员涉农部
门及商户结合本地种植特点和种植结构调整趋势，做好种
子、化肥、农药等生产物资的储备和供应，工商部门加强
对农资市场的监管，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农资行为。四
是秸秆禁烧早宣传。要求乡村干部、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当
前脱贫攻坚“百日会战”活动，进村入户宣传“三夏”防
火；通过悬挂及张贴标语、出动宣传车等形式开展秸秆禁
烧宣传，在全乡营造“三夏”秸秆禁烧的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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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刘 力 王满意）永城市新桥镇及
早布置，多措并举，扎实开展秸秆禁烧工作。

该镇成立了秸秆禁烧工作指挥部，党委书
记任指挥长，下设两个督查组、三个应急处置
组和九个工作组。其中，两个督查组重点对全
镇火点、烟点、可疑点进行巡查与处置，对
镇、村、组三级干部在岗在位情况进行督查和
问责。同时，做好督查记录，做到有火必查、
有烟必查、有疑点必查、有报必查；有查必
处、机手必处、田主必处、问题必处。全镇18
个行政村全部张贴秸秆禁烧通告，禁烧公开信
发放到农户手中，在醒目位置悬挂禁烧标语、
禁烧横幅，且每村横幅不得少于15幅。全面开
放“禁烧大喇叭”，每天播放不得少于 10次，

每次不得少于半个小时，做到家喻户晓、人人
皆知，把宣传教育贯穿禁烧工作始终。实行党
政班子成员包村、村干部包组、组干部包户的
网格化管理措施，做到禁烧无空白、职责无盲
点、管理无缝隙、追究无容忍；镇包村干部、
村“两委”干部必须入户宣传禁烧工作，帮助
群众解决收割和播种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该镇严格规定：凡农机手不签订承诺书、
不加装粉碎装置的，一律不准下田作业；对违
规作业的农机手一律扣留机械，完成秸秆还田
方可继续作业。要求凡参与“三夏”工作的镇
村干部不准请假，24小时在岗在位；镇党政班
子成员要对所联系村的包村干部加强管理，不
定期进行考勤，对脱岗干部实行重罚。

永城市新桥镇

及早部署秸秆禁烧工作

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定于2018年6月18
日 10时至 2018年 6月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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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9709700275.htm?spm=
a213w.7398554.paiList.4.zdBV0t ，户名：永城
市人民法院 )，公开拍卖永城市永兴路南雪峰
路东世纪亚太大厦一区西单元 804 号、904
号、1004号、2104号共计4套房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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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法官
联系电话:13937033205

永城市人民法院
2018年5月20日

永城市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定于 2018 年 6 月
18日10时至2018年6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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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0025607921.htm?spm=
a213w.7398554.paiList.10.zdBV0t ，户名：永
城市人民法院 )，公开拍卖永城市永兴街南雪
峰路东一楼两间门面房及二楼单元式住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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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法官
联系电话:13526317959

永城市人民法院
2018年5月20日

永城市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定于2018年
6月 20日 10时至 2018年 6月 21日 10时止（延时
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阿里
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法院账户名：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法院主
页网址：https://sf.taobao.com/0370/08 ），公开拍
卖商丘市睢阳区九州路与珠江路东南角“百合
花园”10号楼地下室通道西侧第2间门面房1-2
层（东6号商铺1-2层），建筑面积为205.80平方
米，用途为商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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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6183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2018年5月20日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定于2018年
6月 20日 10时至 2018年 6月 21日 10时止（延时
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阿里
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法院账户名：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法院主
页网址：https://sf.taobao.com/0370/08 ），公开拍
卖商丘市睢阳区九州路与珠江路东南角“百合
花园”10号楼地下室通道西侧第1间门面房1-2
层（东7号商铺1-2层），建筑面积为282.78平方
米，用途为商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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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6183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2018年5月20日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定于2018年
6月 20日 10时至 2018年 6月 21日 10时止（延
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活
动（法院账户名：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法
院主页网址：https://sf.taobao.com/0370/08 ），
公开拍卖商丘市睢阳区九州路与珠江路东南角

“百合花园”10号楼西北角处圆弧处门面房1-2
层，建筑面积为 494.50平方米，用途为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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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6183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2018年5月20日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本报讯（记者 翟华伟 通讯员 管雪影 叶修振）今年以
来，梁园区国税局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不断创造优良
的税收营商环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梁园区国税局把落实税收优惠作为释放政策红
利、减轻企业负担和服务企业发展的重要举措，事前抓好税
法宣传，事中做好申报辅导，事后做好跟踪问效，确保税收
政策应知尽知，税收优惠应享尽享。坚决落实小微企业税收
优惠政策，激发“双创”企业活力，鼓励高新技术企业加大
科技创新，服务“一带一路”，为 “走出去”企业提供“一
对一”税收服务。去年一年，梁园区国税局落实减免各类税
收3.88亿元，以“真金白银”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为了更好地服务企业，今年，梁园区国地税部门联合共
建办税大厅，真正实现了进一个大厅办两家事，强化网上电
子税务局建设，90%涉税业务纳税人足不出户就可网上办
结；为新办纳税人提供“套餐式”服务，一次性办结多个涉
税事项；开展规范行政审批工作，全面取消非许可类审批事
项，并实现行政审批“零超时”。

梁园区国税局

持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

本报讯（记者 翟华伟 通讯员 赵迎钊）近日，市工商局
组织机关全体干部职工赴延安开展理想信念主题教育活动。

延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故园，是催生新中国的革命
圣地。在延安，学员们先后瞻仰了王家坪革命旧址、延安革
命纪念馆、宝塔山等地，史料实物和珍贵的历史照片，让他
们感受到了革命岁月的激情，接受革命精神洗礼的同时，让
他们找回入党的初心。

在延安精神主题讲座上，参加教育的学员认真地记笔
记，“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精神，在他们心中扎根。
在张思德纪念碑处，学员们重温入党誓词，重读毛主席

纪念张思德的《为人民服务》，再一次深刻体会到了“为人
民服务”的党员使命。

学员们纷纷表示，通过参加这次教育活动，更加坚定了
自己的理想信念，在今后的工作实践中，他们将自觉做延安
精神的传承者和践行者，在新时代新征程中，要以强烈的担
当精神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奋勇争先，更好地服务人民。

市工商局组织干部职工

赴延安开展红色教育活动

关注“三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