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线传真

本版新闻统筹 邵群峰

本报讯（记者 邵群峰） 4 月 29 日，
睢阳区南部新城安置区建设迎来具有特
殊意义的时刻——随着最后一车混凝土

浇筑到位，位于迎宾大道和银河路交叉
口西北角C19地块 20层的 B05号楼率先
顺利封顶。

一栋栋安置楼房拔地而起，一个个
施工现场热火朝天。“看样年把就能搬新
家了！”商丘古城东关征迁户唐玉强站在
南部新城规划图前兴奋地说，“中小学
校、医疗中心、社区服务中心、文体活
动中心……这里配套齐全，交通便利，
环境优美，比原来住的老村子强多了。”

安居乃民之所盼。为让更多棚户区
家庭早日拥有一个温暖舒适的家，近年
来，睢阳区举全区之力，切实把大棚户
区改造作为改善城市人居环境、提升城
市管理水平的突破口，把安置房建设作
为重要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来抓，大
力推进住房保障体制和供应体系建设。

据了解，自政府主导棚户区改造，
特别是 2016年下半年以来，睢阳区持续
加大财政投入，陆续投入棚改资金300多
亿元，大力实施棚改项目。为保质保量
完成安置房项目建设，该区采取多项有
效措施，着力加快建设进度，不断完善
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切实把安置房打造
成精品工程、民心工程，以提升征迁群
众满意度。

据了解，作为睢阳区“一古两新一
带多节点”城市发展战略中的“两新”，
南部新城安置区项目总建筑面积约260万

平方米，其中住宅面积约 180万平方米，
建设安置房 1.6万套，共 79栋单体建筑，
计划今年年底建成交付使用。西部新城
安置区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242万平方米，
其中住宅面积约160万平方米，建设安置
房1.4万套，共87栋单体建筑。目前，正
在进行筏板施工、垫层浇筑等工作，计
划今年年底主体封顶。

“按照让人民群众‘住有所居’的工作
目标，睢阳区将持续加快推进安置房建
设，力争早日让群众实现‘安居梦’。”睢阳
区市政建设局局长武洪涛说，今年该区
还将启动4个安置房建设项目。其中，银
河明珠安置项目计划建设安置房约 1685
套，总建筑面积约27.7万平方米；香君花
园安置项目计划建设安置房858套，建筑
面积约 14万平方米；宁陈东方新苑安置
项目占地面积约 62亩；火神台区域就近
安置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25万平方米，建
设安置房约2000套。

武洪涛表示，市政建设局准备从抓
开工、抓进度、抓竣工三个方面着手，
多措并举，责任到人，由专人负责项目
的手续办理、工程进度等。同时，重点
跟进 2019 年重点启动项目的建设推进，
确保各个项目能够按时开工、按时竣工。

睢阳区全力推进安置房项目建设
南部新城C19地块B05号楼率先封顶

4月29日上午，睢阳区南部新城安置区C19地块B05号楼悬挂起“封顶大吉”的
横幅。 本报记者 邵群峰 摄

本报讯（记者 邵群峰 通讯员 贾岭山）如今，走进宋集镇
林河村党群服务中心，鲜艳的五星红旗、宽敞的文化广场、明亮
的便民服务室、整洁的党员会议室、图书齐全的阅览室和充满
正能量的先锋驿站一一映入眼帘，一种亲和感油然而生。这样
的标准化村级党群服务中心，在宋集镇不止林河村一个。

去年以来，宋集镇把村级党群服务中心建设作为打通服务群
众“最后一公里”的金钥匙，突出服务功能、政治功能、实用功能，
切实发挥党群服务中心的党建“主阵地”、党群“连心桥”、发展“催
化剂”作用，先后投入资金800多万元，按照“十个有”标准，高标
准新建综合党群服务中心6个，改扩建普通党群服务中心21个，
新建文化广场6个，高标准打造图书室21个、宣传栏21个。

为保证各村党群服务中心“门常开、人常在、事常办”，切实
提升群众满意度，宋集镇制定了工作日村干部轮流值班坐班制
度，保证每天至少有1名村干部处理日常事务，镇纪委不定期到
各村督导村“两委”值班在岗在位及为民办事情况。

党群服务中心是党员开展活动的必要阵地，更是近距离服
务群众的重要渠道。因此，不仅要能够把服务中心的“面子”做
好、把硬件配足，更要能够把服务中心的“里子”做实、把“软件”
建好，在如何充分发挥作用上下足功夫。

“面子”做得好、硬件配得足，更要突出实用功能，发挥党群
服务中心应有作用。经过摸索运行，宋集镇把党群服务中心打
造成为服务党员群众的“直通车”，群众有事可以在这里得到全
方位服务、一站式办结；成为党员学习的“大课堂”，每月 23日，
全体党员齐聚服务中心参加“主题党日”活动；成为群众致富的

“助推器”，经常在这里开展惠农政策宣传、技能培训，帮助群众
拓展致富门路；成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指挥部”，保证了党
的脱贫攻坚各项政策落实。

“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是建设基层服务型党组织
的题中之义。”宋集镇党委书记张红利表示，该镇在党群服务中
心建设上，突出基层党建引领功能，让党员干部接地气、让广大
群众得实惠，通过挖掘各村文化元素、创新管理模式、开展特色
活动等，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号召力和战斗力，将有
力地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筑牢坚强堡垒，
最终实现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

筑牢坚强堡垒 营造温馨家园

宋集镇党群服务中心
打造服务群众主阵地

日前，从首都北京传来喜讯：由睢阳区畜牧兽医师
杨学玉研制的新型节能环保恒温养殖猪舍，获得2项国家
发明专利，另有5项正在审批。目前，这种节能环保恒温
猪舍已在全国十多个省（自治区）安家落户。

杨学玉是睢阳区临河店乡的一名兽医师，长期从事
农村畜禽病防治工作。他先从睢阳区（原商丘县）畜牧
局良种猪场临时工做起，在多名高级兽医师的指导下，潜
心学习，认真钻研，兽医技术水平逐渐提高。学成后，他
独自一人在睢阳、梁园两区从事畜牧技术服务。26年的

兽医生涯中，他走遍了商丘、周口以及山东菏泽、安徽亳
州、江苏萧县等地的养猪场。

有心的杨学玉发现，随着国家环保政策越来越严格，
人们对居住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猪舍对环境的污染成为
影响生猪发展的重要瓶颈，于是便有了研发新型节能环保
恒温养殖猪舍的想法。

为将这一梦想变成现实，杨学玉在中国农业大学专家
教授的指导下，成立了北京中农和赢农牧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并积极加入河南“金牧工程”战略发展联盟，方便和
国内外专家学者交流对接。多年来，杨学玉查阅大量资
料，学习国内外先进猪舍建造技术，总结现有猪舍不足，
并经反复推研，终于在去年年初研发成功新型节能环保恒
温养殖猪舍。该猪舍一经问世，不仅获得业内人士的高度
认可，也赢得了越来越多养殖户的青睐。

杨学玉研制的第一座生态节能环保恒温猪舍位于信阳
市平桥区甘岸镇徐堂村，猪场占地5亩，共建1个仓库和

3座猪舍，均为轻钢结构。据猪舍负责人武银介绍，这种
“别墅式”养猪场分上下两层，是杨学玉去年年初帮他建
造的。上层是 4米高的猪舍，下层为 3米多高的粪污生态
发酵处理车间，从上层滴漏下来的生猪粪便可直接进入用
锯末、稻壳、发酵菌等垫料填充好的发酵床上。可前后左
右移动的搅拌机，能轻松地对发酵床内的垫料和粪便进行
均匀搅拌。

“这个猪舍不到一个月就建成投产了，恒温、节能、
环保，还大大减少了人力成本。”武银说，在使用过程
中，通过升降猪舍两侧的塑料篷布就能通风换气，夏天采
用水帘降温可调节温度，冬天依靠阳光照射便能满足猪舍
的温度需要。

据了解，为使恒温猪舍更加科学，杨学玉还带着武银
赴广东清远等地参观考察，吸收其他猪舍的长处。现在的
新型猪舍，猪的粪便不需要清理转运就能实现生态发酵零
排放，一年四季基本闻不到粪臭味。对发酵床中的垫料，
三年只需清理一次，成为质量上乘的有机肥。

截至目前，杨学玉已带领团队先后在河南、河北、山东、
安徽、黑龙江、内蒙古、甘肃等十几个省（自治区）建造恒温
猪舍600多个，总面积50多万平方米。

“赤脚兽医”杨学玉：

生猪住“别墅”发明获专利
本报记者 邵群峰 通讯员 杨忠亮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 2019年 6月 3日 10
时至2019年6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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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拍卖虞城县城关镇汉江路北段西侧（101—107）
号房产，用途：商业服务；建筑面积：171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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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8065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19年4月29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为深入推进安全生产霹雳行动和生产
安全事故隐患大暗访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
攻坚行动开展，深入贯彻市政府第73次常
务会议和全市安全生产调度工作会议精
神，严厉打击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现
对检查、排查及暗访中发现存在重大事故
隐患和安全生产典型问题、违法违规行为
的单位予以曝光，被曝光单位要提高认
识，牢固树立隐患就是事故的安全理念，

加强组织领导，科学制订整改方案，按照
整改措施、责任、资金、时限和预案“五
到位”的要求，切实抓好整改治理。同
时，要求在隐患整改期间要加大督查检查
力度，落实防护措施，夯实安全责任，严
防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及时上报整改推进
情况。整改完毕后，要于10个工作日内向
市政府安委会办公室上报结果。

2019年 4月份发现重大安全隐患或存

在安全生产典型问题、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的企业名单：

永城市浩雯服饰厂
永城市鑫隆外贸服装厂
永城市永丰玩具厂
梁园区胜利机修厂
睢阳区李口镇敬老院
示范区金居银郡小区
示范区枫桦景苑小区

夏邑县车站镇庆华加油站
夏邑县红英加油站有限公司
虞城县森林公园管理处
柘城县华伟制衣有限公司
宁陵县宁新石油销售有限公司
民权意丰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睢县商丘晶城玻璃有限公司
商丘市德盛隆建材有限公司

商丘市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企业
（第六批）

希望田野希望田野
——新型职业农民风采新型职业农民风采

爱国情 奋斗者

本报讯（记者 邵群峰 通讯员 陈效民） 为扎实推进
“讲政治、勇担当、马上就办、一抓到底”作风建设提升年
活动有效开展，4 月 25 日至 26 日，毛堌堆镇邀请市委党
校、区委党校专家教授，为全镇党员干部上了一堂又一堂生
动的党课。

市委党校讲师张源以“牢记使命初心，弘扬红船精神”
为主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形象生动的事例、准确客观的
数据，分别从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
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等三
个方面详解了“红船精神”的实质内涵。区委党校副教授吕
晨旭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睢阳发展步伐”为主题，
结合睢阳发展实际，深入解读了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和睢阳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相关文件精神。其他同志分别从基层党
建、信访稳定、预防职务犯罪、法律法规知识等方面进行了
授课。

全镇党员干部普遍认为，两天的培训课主题鲜明、脉络
清晰、内容丰富、分析透彻，既有理论的高度又有现实的针
对性，让大家对红船精神和相关业务知识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和更全面的理解。通过两天的学习，不仅丰富了知识，充实
了头脑，也加足了油，鼓足了劲。

红船劈波行，精神聚人心。毛堌堆镇党员干部纷纷表示，
一定会将这次学习的知识，内化于心、外践于行，充分发扬红
船精神，结合全镇的基层党建、人居环境整治、国土绿化、“双
违”治理等重点工作，扑下身子，真抓实干，在人民群众中树立
起勤政务实的良好形象，为建设更加富裕、美丽、和谐的毛堌
堆而不懈奋斗，为睢阳“三年大变，五年巨变”跨越发展贡献力
量，以优异的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毛堌堆镇

举办基层党员干部春季培训班

为丰富全区职工文体生活，促进全民健身运动蓬勃开展，充分展示睢阳人民热爱生活、奋发有为的
精神风貌，激励引导广大职工积极投身睢阳高质量跨越发展事业，4月29日，睢阳区举办睢阳区全民健
身活动暨庆“五一”职工运动会，全区5000多名职工和健步活动爱好者欢聚商丘古城，参加徒步活
动，健身赏景，喜迎节日。 本报记者 邵群峰 通讯员 侯磊 摄

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
讲政治、勇担当、马上就办、一抓到底

4月27日，新城街道办事处举办以“讲政治、勇担当、马上
就办、一抓到底”为主题的作风建设提升年活动知识竞赛总决
赛，在广大党员中营造了“讲政治、勇担当、马上就办、一抓到
底”的浓厚氛围。 庞子豪 摄

4月29日，睢阳区召开第二次妇女代表大会，大会认真贯
彻落实全国、省、市妇联工作部署，全面回顾总结过去8年来
睢阳区妇女工作的发展历程，谋划部署今后5年妇女事业的发
展目标和奋斗目标，选举产生新一届区妇联领导班子。

本报记者 邵群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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