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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 铨） 5月 18日，
中国铁人三项联赛暨全国冠军赛河南睢
县站开赛、夏邑县荣获“全国老年人体
育工作先进单位”称号，连日来，我市
体育事业发展喜讯不断，获得社会各界
高度关注和广泛赞誉。

据悉，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发展体育事业，逐年加大投入，大
力推动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业
的全面协调发展，成效斐然，体育事业
取得了长足进步。

在全民健身方面，我市成功举办了
全国十运会“华夏文明之火”商丘采集
仪式，申办了2008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
城市，连续三年成功举办全国皮划艇锦
标赛，2007年至2018年，成功举办六次
国际国内铁人三项比赛，全市健身气功
站点数量达到 50个，大极拳、木兰扇、
空竹等逐步成为我市群众体育的特色项
目，成为全民健身的亮点之一。“每天
锻炼 1小时，健康工作 50年，幸福生活
一辈子”的科学理念，已融入到人们的

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全民健身运动的蓬
勃发展对建设和谐文明新商丘起到了积
极的促进作用。

在竞技体育方面，我市运动员在奥
运会、亚运会、全运会等国际国内大赛
上为我市、我省、我国争得了荣誉。著
名篮球运动员郑海霞、武术全能冠军丁
杰、单桨无舵手冠军张秀英、划船李生
兄弟张光和张磊、全国散打冠军刘振和
张开印等体育名人均出自商丘。我市体
校是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是

河南省自行车、田径、乒乓球三个单项
后备人才基地。

在体育产业方面，我市建成了以舒
华健身工业园区、安踏体育用品产业园
区为代表的新兴体育用品产业集群，赛
事举办地睢县更是拥有年产1.5亿双休闲
运动鞋的生产能力，制鞋主导产业年产
值达到了百亿级规模。同时，商丘围绕
体育中心建设，打造体育文化产业园;强
化体育开放招商，大力开发体育服务项
目和体育赛事，均取得了明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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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1日，民权县老颜集乡世柏家庭农场
的丰园红杏开始采摘上市。近年来，该乡注重发
展林果经济，激发村民种植经济林果致富的积极
性，从而增加村民收入。 朱光伟 摄

来自山东淄博市的一封地址不
详的信件，让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夏
邑县分公司的投递员作了难。他们
坚信夏邑分公司的传统：信件到夏
邑，死信要复活，件件有着落。于
是，他们踏上了复活死信的艰辛历
程，两个月后，最终找到收件人。

今年 3月 11日，中国邮政集团
公司夏邑县分公司投递员班军习照
例按时到投递班报到、领件。一封
从山东省淄博市寄来的平信，收件
人地址是河南省夏邑县城关镇县西
路 6 号，冀全志收，无联系电话，
分到班军习段道投递。班军习利用
3天时间，找遍县府路西段大街小
巷均未找到收件人。无奈，班军习
拨通寄件人在信封上所留电话，寄
件人说：“我叫卢道河，与收信人
冀全志是48年前的老战友，多年未
曾联系，只知道他退役后安排到县
政府或县委当通信员。”

了解到这些信息后，班军习到
县委、县政府各个科室打听收信人
冀全志的消息，由于现在上班的大

多是年轻人，对退休多年的冀全志不太熟悉，了解不
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班军习再次拨通寄件人的电话，进一步了解到冀
全志1969年入伍，大约在1972年退役。

按理说，既然找不到收信人，完全有理由按退回邮
件处理。班军习并没放弃，他利用中午、晚上家中有人
的时间，挨家挨户走访，并向投递班长韩永春汇报了此
事。韩永春分析，这几年夏邑县城市建设力度大，老住
户大多搬迁，现在居民大多是新住户，要想找到冀全
志，不要只按信件上的地址，要多问当过兵的人，打听
老干部，并发动投递班的每位投递员都来打听收信人。

5月 5日，投递员姚磊鑫在给退休老干部送报纸
时，打听到收件人在秉礼路附近住，班军习得到信息
后到秉礼路挨家挨户查找。功夫不负有心人，5月7日，
他终于找到了冀全志。原来冀全志从县信访局退休
后，很多年前就搬到秉礼路住。冀全志看了来信，急忙
拨通老战友手机，有说不完的话题、叙不完的情谊。班
军习看在眼里，心里十分欣慰，疲惫荡然全无。

5月 12日，卢道河感激万分，给中国邮政夏邑县
分公司写了一封感谢信，感谢投递员辛勤付出，使他
48年盼望联系到老战友的夙愿得偿。

死
信
复
活
的
暖
心
故
事

苗
育
才

司
惠
芳

5月18日，中国铁人三项联赛暨全国冠军赛河南睢县站开赛

夏邑县被评为全国老年人体育工作先进单位

我市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睢阳区喜获首件马德里（国际）商标

本报讯（邢明鑫 丁宗梅） 近
日，“福鸿”商标成功取得马德里
商标国际注册证（马德里联盟成员
国所进行的商标注册，共有 99 个
成员国），成为睢阳区首件取得马
德里商标国际注册证的商标。

近年来，睢阳区市场监管局紧
紧围绕商标战略“十三五”规划目
标，大力实施商标战略，推进品牌
兴区，积极引导企业进行商标注
册，打造自主品牌、培育驰名商
标，研究制订了《睢阳区实施商标

品牌战略工作实施方案》，引导企
业进一步增强现代市场意识和全球
观念，推动涉外企业由贴牌出口向
创自主品牌迈进。同时，该局重点
引导具有睢阳本土特色的涉外企
业注册马德里 （国际） 商标，为
睢阳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参与国
际竞争提供有力帮助。日前，商丘
福鸿肠衣有限公司的“福鸿”商标
已经取得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申请
受理通知书，成功注册并登记在
案。

▲ 5月21日，柘城县大仵乡马庄村村民马驰舜准备采集鹿茸。大仵乡青年农民马驰舜去年投入
资金近 4万元，购买了 6只梅花鹿在家中用青草、树叶等饲养，收益可观，让他走上了一条致富之
路。 张 超 摄

民权县交通运输局

推进省绿色交通试点县项目建设
本报讯（记者 张 辉 通讯员

梁 磊 郑继龙）近段时间以来，民
权县交通运输局采取多项措施，积
极推进省绿色交通试点县项目建
设，打好蓝天保卫战。

加强农村公路扬尘治理。该局
对县乡道路进行清扫、洒水防尘保
洁，投入 200 多万元购置了清扫
车、洒水车等设备，进行机械化作
业，提高防尘保洁效果。创建了

“农村公路养护+公益性岗位+扶贫
就业养护”新模式，全县 763个公
益性岗位改变了全县 1500 多公里

通村公路长期失养失管状态。加强
路林绿化。该局对全县新修的县乡
公路的路林进行高标准绿化，投资
300多万元，全部标线作业，共植
树 5万余棵。加强施工扬尘治理。
全县新修农村公路落实“五个到
位”“六个百分之百”防尘措施，
确保施工场地无黄土裸露、无扬
尘、无垃圾。加强全县站牌、运输
车辆清洗保洁工作。要求全县运输
场站、运输企业车辆在固定超限站
进行卸货，确保卸货覆盖到位、车
辆清洗到位、装车覆盖到位。

本报讯（刘艳勤）日前，梁园
区京港花园小区召开业主委员会换
届选举大会，大会选举出 5名业主
委员会委员。

会上，梁园区前进街道党工委
组织委员刘明太对业主委员会换届
选举工作的重要性进行了强调，并
要求全体业主代表认真填写选票，
选出真正被小区业主公认的、满意
的，能为大家服务的“当家人”。
梁园区前进街道团结社区主任刘艳
勤要求选举工作要做到程序公正，

积极做好选举投票保障和管理工
作，严格做好唱票及统计工作。

会上，6名候选人分别发表了
竞职演说，提出了各自的小区管理
理念和工作思路。按照选举的程
序，与会业主对《业主公约》《议事规
则》进行了投票表决。辖区民警和
社区工作人员严格按照公平、公
正、公开的原则，在小区业主的见证
下，依次进行了验票箱、投票、开票
箱、唱票及统计工作，最后选举出
5名业主委员会委员。

截至5月16日，商丘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市“两城”联创市容环境综合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对中心城区背街
小巷改造提升（含公厕建设）进行检查督导，现将具体进展情况予以通报。

商城管委办〔2019〕22号

关于中心城区背街小巷改造提升进展情况的通报

辖 区
项目内容

梁园区

睢阳区

示范区

背街小巷改造
和公厕建设任务

背街小巷改造313条

建设公厕80座

背街小巷改造557条

建设公厕80座

背街小巷改造51条

建设公厕40座

进展情况

在建26条，已完工6条

已选址28座，在建18座，已完工12座

在建情况未报，已完工300条

已选址80座，在建12座，完工0座

正在设计方案

已选址40座，在建1座，已完成1座

在建率

8.6%

26.5%

15%

0%

2.6%

完工率

1.9%

15%

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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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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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定于 2019年 6月 24日 10时
至2019年6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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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em.taobao.com/sf_item/594861129314.htm?spm=
a213w.7398554.paiList.25.1f873662MvxI9w，户名：永城市
人民法院)，公开拍卖永城市东城区永兴街北中原路西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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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法官
联系电话：13460163999

永城市人民法院
2019年5月21日

永城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9年 2月 20日,河南省梁园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豫
1402破申 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商丘恒丰置业有限公司
破产重整申请，并于同日作出（2019）豫1402破申1号决定书，
指定河南京港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

因工作需要，管理人拟聘请审计机构（主要就该企业的
财务状况进行审计）和评估、造价机构（主要评估、造价该企
业的房产、土地、在建工程及办公设备等资产）。现公布报名
相关事项如下：

一、报名条件
1.资质条件：
（1）参选机构入选了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或其上级法院

评估机构备选名单，并且具备从事破产评估工作的经验，入
选了人民法院破产管理人名册者优先；

（2）参选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近三年内未因执业、经营中
故意或重大过失等受到行政机关、监管机构、人民法院或行
业自律组织的处罚或处分；

（3）与管理人、债权人、债务人或其相关人员不存在利害
关系，或者其他可能影响作出公正判断的关系。

2.工作要求：审计、评估、造价机构应在人民法院和管理
人规定期限内，根据人民法院和管理人的要求，提交与审计、
评估、造价相关的工作成果，以及协助管理人开展相关工作。

3.费用支付：鉴于破产项目的特殊性，前期不支付中介
机构报酬，待重整或者处置破产财产完成，且资金进入管理
人指定账户之日起15日内支付。

二、报名事项
1.截止时间：请于2019年5月30日前到管理人处报名
2.地点：商丘市神火大道联合大厦18楼1801室
3.联系人：王丽15939061396
4.有意向的机构，请在上述时间内提交资质条件、业绩情

况、工作预案和报价等材料。
商丘恒丰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9年5月20日

关于聘请商丘恒丰置业有限公司
破产案件审计、评估、造价、造价机构的公告

受委托，定于2019年5月31日上午10时在睢县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第一会议室公开拍卖豫NDE299、豫N3030警、豫N3302
警、豫N3385警、豫NU0017五辆小型汽车。

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 标的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凡有意竞买者请携带身份证明在 2019年 5月 30日 16时前

交纳每辆车5000元的竞买保证金，并于拍卖当天持有效身份证
件提前一小时到睢县公共资源中心会议室办理竞买手续；拍卖
未成交者，保证金5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

开户银行：中原银行睢县支行 账号：411458010170014501
户名：睢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电话：0370—2858166 15333706017
工商局监督电话：2625605 商务局监督电话：2560802

商丘市梁园区拍卖行
2019年5月22日

拍卖公告

尊敬的【国奥·玫瑰园】一期业主：
我公司开发建设的【国奥·玫瑰园】一期项目经相关单

位验收合格，已具备交房条件。为了便于向广大业主交付
房屋，给大家一个温馨的家，我公司定于 2019年 5月 25日
办理 3#、5#、6#、7#、8#交付手续，5月 26日办理 9#、10#、
11#、12#交付手续，请各位业主按照《交房通知书》的要求
前往办理相关手续。若您未在《交房通知书》规定的时间
办理交付手续，则视为我公司已履行交付义务，由此产生
的一切后果将由您承担。由于本次交房户数较多,为了提
高交房效率，也为了营造一个有序的交房环境，请各位业
主合理安排自己的宝贵时间，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具体事项：

一、办理交付地点：【国奥·玫瑰园】一期南门。
二、办理交付时应缴纳款项及携带资料：
1.应缴纳的物业服务相关费用；
2.应提供业主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购房合同、购房所

有票据等；
3.若委托他人办理交付手续，应提供委托视频或经公

证的委托书。
（以我公司发的《交房通知书》中所载内容及要求为准）
三、咨询电话：0370—3777777 4999999
请各位业主相互转告，并恭祝乔迁之喜!特此公告

商丘市国强置业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2日

交房公告

梁园区京港花园小区

业主委员会换届选举圆满成功

▲ 5月19日，民权县龙塘镇南许庄大樱桃已陆
续进入成熟期，每天都有来自周边的游客到园内采
摘、拍照。据悉，龙塘镇南许庄现有大樱桃种植面积
500余亩，亩收入均在8000元以上。 吴兴福 摄

大会现场。 周 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