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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村路平坦宽阔，路上的轿车络
绎不绝；一座座楼房白墙红瓦，房前
屋后是各种花卉和绿化树……这就是
美丽乡村虞城县乔集乡董庄村。近年
来，该村不仅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而
且百姓们的物质生活、精神风貌也是
更上一层楼，呈现出了亮点纷呈群

“星”璀璨的良好势头。

“扶贫星”韩振海

韩振海是董庄村乔二组村民，是
乔集乡振海预制板厂厂长、乔集乡董
庄村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法人代表。

2006年，韩振海成立乔集乡振海
预制板厂，带领周边村庄村民从事楼
板生产，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2017
年成立乔集乡董庄村种植、养殖专业
合作社，担任法人代表，吸纳全村 54
户贫困户加入并参与分红。合作社刚
起步阶段，碰到很多困难，为保证贫
困户能够如约得到分红，韩振海多方
筹借资金，分别于 2018年 2月、9月
向54户贫困户发放两次分红，共1000
元。除此之外，韩振海积极参加村委

会组织的共谋发展恳亲会，个人捐款
2000元，用于对贫困户的帮扶。

“孝星”裴洪民和孟爱莲

董庄村裴楼村民组老人刘凤英，
今年90岁高龄，育有一儿三女，其中
裴洪民是其唯一的儿子。每天早上，
儿媳孟爱莲将衣服拿好并帮她穿好，
饭桌上雷打不动两个鸡蛋一碗粥饭，
吃完饭坐在门口拿着老年机听戏曲、
晒太阳，儿媳把床铺收拾好，该洗的
洗，该晒的晒。一年四季，每个季节
的衣服叠好，再用塑料薄膜盖着，换
季了提前拿出来晾晒。中午饭从不重
样，今天饺子明天炖肉，只要想吃，
儿子裴洪民变着花样做。晚上睡觉
前，裴洪民夫妇给老人冲一杯老年
奶，让她喝着奶看会电视睡个安稳
觉。这种堪比城里人的生活在刘凤英
眼里，只是再平常不过的日常。

如今的刘凤英耄耋之年，牙口好
胃口也好，身体健健康康。

“恩爱星”刘爱连
董庄村裴楼组村民裴洪得，因脑

梗瘫痪11年，爱人刘爱连，不离不弃
夜以继日，在裴洪得病榻床边一照顾
就是11年。

11年来，无论寒冬还是酷暑，她
晚上起夜为丈夫盖被子、喂水，早晨
起床后为丈夫换、洗，做饭、喂饭，
因为裴洪得身边不能离人，刘爱莲连
大门都没有出过。几亩地没法种，都
流转了出去，她守着病床、守着院
子、守着厨房，一守就是4000个日日
夜夜，连个囫囵觉都没有睡过。

患难见真情，在病魔面前刘爱连
将忠贞坚守谱写成了一首歌。

“慈善星”杨玉玲和谢美玲

董庄村村民杨玉玲、谢美玲被村
民们称为“慈善星”。

杨玉玲是董庄村乔二组村民，育
有三儿一女，三个儿子成家后都在外
打工，3个孙子2个孙女全由她一个人

带大。秋收夏种，他们家 5亩地，每
天洗衣、做饭、种地、带孩子、收苹
果，她像陀螺一样地旋转支撑着一个
家，从不喊苦叫累。

邻居家大人没在家，她把放了学
进不了家的娃领到自己家；村室门口
玩耍不小心磕破嘴的小孩儿，她骑车
带着去卫生室包扎……

谢美玲是董庄村董庄组村民，村
民呼文波和谢美玲是邻居，家境清
贫，上有 80岁老母，还有一个病妻，
种着 2亩苹果地，经常家里忙完地里
忙，连口热饭都吃不上。谢美玲一到
饭点就去掀呼文波家的锅盖，有饭吃
她就满意，没做饭这就回去给呼文波
家人端碗盛饭。呼文波妻子在医院住
了一年，谢美玲主动接管了他们家 2
亩苹果园，该收苹果了，她一连几天
提着筐在地里。呼文波收了一季没有
经过自己劳动的自家果子。

本报讯（刘 斌） 为扎实推进“两城”联创工
作，连日来，梁园区运管局坚持“创建文明城市，
运输服务先行”理念，结合行业实际发挥职能手
段，多轮驱动，精心组织实施，传递文明正能量，
营造和谐新风尚，树立了运管行业新形象。

落实路长单位职责。该局以“两城”创建为抓
手，严格落实路长单位职责，组织 30名执法人员、
志愿者对我市八一路责任路段值班执勤，对车辆乱
停乱放、占压盲道及门市脏乱、行人走机动车道等
不文明现象和问题进行规范整治。

开展主题宣讲活动。该局多措并举，把“坚持
安全发展、助力城市创建”主题宣讲送进企业、场
站、车厢。要求司乘人员遵规守法、服务规范、文
明交通、平安出行”。

“打非治违”助力“两城”联创。该局对辖区内
三轮车、电动四轮车严查严管，严厉查处火车站、
高铁北广场区域出租行业车容车貌不规范、拒载、
绕道等违章行为，展示良好行业形象。

同时，该局组织“创建窗口城市，建设文明商
丘”志愿服务活动，发放创建文明城市、遵守交
通、文明出行宣传手册500份、劝导各类违规不文明
交通行150余起，提升了城市文明形象。

强化维修行业环境卫生整治。该局组织维修执
法人员对全区喷漆、维修经营卫生环境、“四废”环
保处理措施进行摸底排查，对烤漆喷漆房、综合卫
生环境采取走访车主业户、夜间突击、暗访取证等
方式联合执法，排查4S店87家、维修门市20家。

董庄村群“星”璀璨气象新
本报记者 丁新举 通讯员 李现果

▲ 连日来，梁梁园区交通运输执法大园区交通运输执法大
队对路域环境进行综合整治队对路域环境进行综合整治，，整治摆摊整治摆摊
设点设点、、占道经营占道经营、、违章建筑违章建筑等影响路容等影响路容
路貌的行为路貌的行为，，为群众出行营造良好环为群众出行营造良好环
境境，，助推助推““两城两城””联创工作联创工作。。 刘刘 鹏鹏 摄

本报讯（张 楠）为加强全民国
防教育，提高中小学生国防意识，
增强安全应急技能，日前，睢阳区
人防办联合教体局在市十七中学举
行人防教材、器材发放仪式暨人防
宣传教育进学校活动。

此次活动配发 《人民防空教
育》9000余册、《居安思危、备战人
防》宣教光盘 20套、手摇警报器 20
台等。现场为学生讲解了民防人防
应急知识和防空防灾警报，受到了
师生们的欢迎。通过普及宣传教
育，鼓励学生积极学习人防知识，
提高自救互救能力。

活动要求教育工作者要树立忧

患意识，进一步增强做好人防宣传
教育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要深
刻把握重点，进一步增强人防宣传
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强
化责任监督，进一步抓好人防宣传
教育各项任务落实。

近年来，睢阳区人防办通过组
织开展“人防宣教进学校”活动，
发放人防知识手册、举办人防知识
讲座、开展应急演练等形式，宣传
人防相关知识，推动人防知识进学
校进课堂，把人民防空知识教育充
实到教学中，在增强学生防灾减灾
意识、提高防护自救能力方面，取
得了明显成效。

睢阳区开展人防宣教进学校活动

本报讯（记者 张 辉） 12月 10
日夜间，我市普降中到大雪。为全
力做好雨雪天气道路保畅工作，商
丘市公路局及时启动应急预案，认
真做好道路保通工作，保障了公路
安全畅通。

该局加强领导，做好应急值班
安排，确保应急指挥到位，信息渠
道畅通。迅速下发《关于做好雨雪
天气道路保通工作的通知》 的通
知，要求各县（区）公路管理局启
动《商丘市干线公路恶劣天气应急
预案》，及时清扫路面雪冰，并报告
和配合交警、交通执法部门做好交
通疏导工作，确保公路畅通。对确
需封闭公路的，制订完善的绕行方

案，提前发布交通中断和绕行信
息，力所能及地为过往车辆提供必
要服务。该局还积极储备除雪设备
和材料，确保在灾害天气条件下物
质储备充足。加强公路巡查，在事
故多发路段、重点路桥、交通易堵
路段及施工场强化保通组织，对路
面积雪极易引发道路堵塞或不安全
事故的路段设置标志。此外，该局
还认真做好路况信息报送工作，及
时掌握路况，并向交警、交通执
法、新闻媒体部门通告。

截至12月11日中午，全市公路
部门共投入除雪设备 41部，养护工
人 612 名，累计清扫里程 750 多公
里，保证了全市干线公路畅通。

本报讯（田 磊）为大力提升园
林职工的技术素质，激发劳动热情
和创新活力，提高园林绿化工作管
养水平，12月 18日，市园林绿化中
心在园林一线管护现场进行了 2018
年园林植物修剪技能比武大赛。市
园林绿化中心 27个绿化管护队伍参
与了此次比赛。

比赛分为金世纪广场、香君路
中意建材南门前、神火大道南段职
业技术学院门口前等 6个赛场。每
个赛场分别开展切边、修正树穴、
刷白、模纹以及对各类花草树木的
修剪树等比赛项目，比赛过程中，

各个参赛队队员热情高涨、行动迅
速，现场你争我赶，一片热闹景
象。比赛结束，由市园林绿化中心
工作人员组成的比赛评分专家组，
对每一个参赛队进行逐个打分，最
终确定了一、二、三等奖。

通过比赛，一方面鼓舞了广大
职工爱岗敬业热情，通过园艺师巧
妙双手及独特创意，增添景观艺术
气息同时，更为市民带来视觉上的
冲击与惊喜。此外，通过修剪技能
比赛，实施园林“精细化”管理，
带动园林各个作业层面提档升级，
将城市装点得更加亮丽。

市园林绿化中心

举办园林植物修剪技能比赛

我市公路系统

全力应对雨雪保公路安全畅通

民权县供电公司

着力提升用电信息采集成功率

本报讯 （申思广） 12 月 6 日，
民权县供电公司高压班联合计量室
对异常台区进行综合排查，以用电
信息采集成功率为重点工作任务，
全面提升费控执行成功率，切实增
强“费控”管理效能，巩固和扩大

“两率一损”经营成果。
该公司为了推进费控执行成功

率，初期召开了用电信息采集提升
工作会议，成立了领导小组，并建
立了微信工作群，由营销部牵头，
对采集异常台区、用户终端进行综
合排查，针对采集失败的用户，制
订详细的整改方案，逐台区、逐
户、逐表、逐项分析采集失败的原

因并记录在册。对发现的技术问
题，现场拍照与厂家技术人员进行
沟通，解决技术难题。并每日在微
信群通报故障处理进度，并安排下
一步工作，推进采集调试工作。同
时，针对部分地区信号覆盖差，通讯
通道不稳定的区域，主动与通讯公司
联系，现场勘查信号强度，通过加装
信号放大器、架设加长天线等技术
手段解决信息采集不稳定状况。

此外，该公司还加大费控宣传
力度，履行对正常费控用户的短信
告知义务，确认客户预留手机号码
正确、有无变更，确保电费告知信
息畅通，方便用户及时缴存电费。

梁园区运管局

多轮驱动推进创建工作

时令已过大雪，天气
日益寒冷。12月9日，民权
县老颜集乡胡楼村南地，
却是一番绿意盎然的田野
风光：一垄垄人参萝卜樱
郁郁葱葱、簇簇向上；一
排排浇水架林立绿丛中，
宛若一个个哨兵；一堆堆
刚拔出的人参萝卜微沾新
泥、细长红润；一片片拔
萝卜、剁萝卜樱、装袋、
装车的村民，喜笑盈盈。
这便是该乡胡楼村产业示
范园人参萝卜种植基地的
丰收景象。

据人参萝卜种植户刘
建峰介绍，人参萝卜，又
名红誉五寸红萝卜。植株
直立，从播种到收获110天
左右；味脆甜，品质佳，
口感好。并且红萝卜素比
普通萝卜高 10多倍，所以
被称为“人参萝卜”。人参
萝卜可用来做菜、煲汤，
常用来做日式料理，主要
销往上海、杭州、嘉兴、
江苏等地，市场行情看
好，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去年，乡里号召搞特
色种植，还帮助整合土
地，俺就试种了 38亩人参
萝卜，亩产 4000 多斤，每
斤卖4块左右，一亩地除去
成本净挣1万多，比种其他
农作物强的多。再者说，
人参萝卜抗病力强，还好
管理。今年俺又扩大了规
模，种了 55亩，还带动几
家邻居种了 100多亩。”刘
建峰指着正在收获的一块
块人参萝卜，越说越来劲。

在该村贫困户马永念
的人参萝卜地里，他和几
个亲戚正忙着拔人参萝
卜，看到笔者，他扬着一
把鲜亮亮的人参萝卜炫耀，

“看这萝卜，又大，又齐整；
萝卜樱还能卖钱，蒸着吃，
味道比普通萝卜还鲜。俺
今年脱贫就指望它了！”

今 年 50 多 岁 的 马 永
念，妻子身患重病，自己
不能外出打工。仅仅靠几
亩地，单一的种植传统农
作物，日子过得紧巴巴
的。帮扶工作队多次上门

给他出点子，最后引导他
种人参萝卜，并帮他整合
了10亩土地。

村民管孟良整天在自
家的几亩地里打主意，种
了好多种农作物，就是赚
不了大钱。在刘建峰的鼓
动下，今年租地种了 35亩
人参萝卜。“根据今年的价
格，赚个 10来万不成问题。
种了这么多年地，没想到人
参萝卜富了俺！”管孟良伸
出3个手指头，兴奋不已。

据了解，目前，该村
人参萝卜种植基地占地 300
多亩，年净创收 200 多万
元。该乡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将通过土地流转，
大力引导农民发展人参萝
卜种植，使土地生金，使
农民增产、增收。

临走时，刘建峰的父
亲非要笔者尝尝洗净的人
参萝卜。此时，暗红色的
人参萝卜，令人生涎，入
口后，脆甜无比。是啊，
它和村民的日子一样，越
过越甜。

“人参萝卜富了俺！”
□ 朱光伟

本报讯（代安知）今年年初以来，夏邑县桑堌乡加大对教育扶贫
政策的宣传力度，使教育扶贫政策深入人心，让每一位贫困孩子充分
享受教育扶贫带来的实惠。

该乡召开全乡中小学班子成员和党员教师会议，详细解读夏邑县教
育扶贫学生资助政策。以学校为中心点，将宣传工作辐射到村、到户，从
而达到教育扶贫政策家喻户晓的目标。印发《学生资助政策解读》宣传
页、认真落实“两课两卡一封信”“一校一村一标语”等常规化宣传制度，
通过课堂讲、进村讲、入户讲等措施大力宣传教育扶贫政策。开展“千名
教师大走访”活动，组织教职工深入每一户建档立卡贫困家庭，讲清政
策，现场答疑，澄清学生底子，点对点、面对面的将教育扶贫惠民政策送
进所有建档立卡贫困家庭。该乡还充分发挥教育系统文艺人才较多的
优势，抽调文艺骨干力量组建宣讲团，利用寒暑期时间编排节目，把教育
扶贫政策融入到文艺表演中，通过节目表演、政策宣讲、有奖问答等群众
喜闻乐见的形式在全乡范围内广泛开展宣讲活动。乡级宣讲团也通过
就地宣讲等形式，对包户教师、驻村工作队、帮扶责任人、建档立卡
家庭开展了宣讲活动。丰富多样的宣传措施，行之有效的宣传方法，
使教育扶贫惠民政策更深入人心，政策知晓率和群众满意度显著提高。

夏邑县桑堌乡中心学校

多管齐下宣传教育扶贫政策
虞城建业城一期一批工程已竣工验收合格，达到交房标

准，具备交房条件。现定于 2018年 12月 19日—2018年 12月 22
日在社区西大门手续办理区办理交房入伙手续，恭迎各位业主
届时光临。

办理入伙手续需携带的相关资料及交房当天收取的费用标
准以业主收到的《入伙通知书》为准。

交房时间：上午8时30分至12时 下午2时至5时
交房地点：社区西大门入伙手续办理区
交房楼栋：1#、2#、3#、5#、6#、7#、8#、9#、10#、

11#、15#、16#、31#、35#、37#、50#
咨询热线：0370—4123456
特此公告！

商丘市锦城实业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2日

虞城建业城
一期一批交房公告

12 月 10 日，夏邑县刘店集乡贾庄村村民贾威佳在采摘火龙
果。近年来，贾威佳摸索出火龙果、草莓、黄金百香果套种模式，
建设采摘园，并将种植模式在部分贫困户中推广。 苗育才 摄

◀ 为进一步推进创建工作，近日，
睢阳区宋城办事处对该办事处“两城”联
创迎检工作中所涉及的四个受检社区的点
位打造及迎检工作准备情况开展实地模拟
检查。 本报记者 白 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