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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陈宝刚）在今年全国
助残日期间，梁园区白云街道办事
处围绕“自强脱贫 助残共享”的
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的系列助残帮扶活动。

完善一份档案。围绕残疾人的
残疾等级、就业状况、收入情况
等，对辖区所有残疾人进行了实名
登记，并对重度残疾、贫困残疾两
个群体进行筛选，登记入册，有针
对性地开展帮扶救助工作。开展两
项活动。开展技能培训活动，努力
为残疾人就业创造条件、消除障
碍，通过灵活就业、分散就业等形

式，多渠道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
开展“精准帮扶”活动，针对残疾
人生活工作需要，组织医务人员为
残疾人免费义诊，组织残疾人专场
招聘会等。搭建三个平台。搭建康
复平台，为辖区残疾人家庭建立了
康复档案，定期为残疾人提供康复
指导和训练；搭建护理平台，为残
疾人提供居家护理服务，免费安装
各种仪器，并为残疾人家庭进行了
无障碍设施改造；搭建就业平台，
通过公益性岗位安置、个人自主创
业安置、企业单位吸纳安置等拓宽
残疾人就业渠道。

本报讯（记者 白 鹏）近日，全国
首家以全国道德模范、英雄李学生名字
命名的公益项目——“李学生奖学金”
在我市正式设立了。“李学生奖学金”
用于奖励英雄母校的师生，以激励广大
师生提高办学质量，以实际行动向英雄
学习。该项目是由商丘市帮扶商丘好人
协会牵头，爱心企业家沈彬出资所设
立。

多年来，爱心企业家沈彬成功不忘
家乡，多年来坚持在家乡永城市马桥镇
的沈楼小学长期捐资助学。从2012年起
连续8年每年为村小学捐资3万元，设立
了“沈彬奖学金”。

5月 22日，记者来到沈楼小学了解
沈彬捐资助学的事迹。该校校长高永宽
介绍说：“沈彬是一个很重情义的人，

他虽常年在外工作，但连续多年来，每
年春节回到老家都邀请小学的几名退休
教师、在职教师一起吃个饭、叙叙旧。
并且从 2012 年起，每年拿出 3 万元钱，
设立‘沈彬奖学金’。”

2012年，沈彬出资10万元为沈楼小
学购买了图书，又出资5000元购买了投
影仪和荧幕，使农村的孩子也能遨游图
书的知识海洋，使用上现代化的电教设
备。2013年，他又出资18万元将村小学
北教学楼进行了内外粉刷。2015年，他
为全校 180余名学生每人定做了一套新
校服，为全校老师每人定做了工作服。
每年春节沈彬都要请村小学的退休教师
和在职老师吃个饭。

今年 3月 12日，英雄李学生的母校
——睢阳区包公庙镇中华楼小学迎来了

一件大喜事。商丘市文明办、睢阳区关
工委、市帮扶商丘好人协会等单位领导
及爱心企业家沈彬走进中华楼小学，为
该校师生送来了书包、练习本等学习用
品，沈彬先生当场出资 2 万元，设立

“李学生奖学金”，用于奖励英雄母校的
师生，以激励广大师生提高办学质量，
以实际行动向英雄学习，行好事做好
人，为家乡争光。为了表彰沈彬先生情
系教育、关爱英雄母校的义举，市帮扶
商丘好人协会会长李东亮向他颁发了荣
誉证书。

据了解，爱心人士沈彬是舜坦（上
海）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永城市马
桥镇人，常年在外发展，经过多年打
拼，事业有成。从新闻报道及电影《李
学生》中了解到李学生舍身救人的壮举

后，沈彬表示很受感动，他说：“李学
生是我们商丘的好人，是河南的好人、
全国的好人。李学生的行为和事迹一直
激励和鼓舞着更多的人去做好人、做好
事，他的行为也影响了我。希望李学生
的精神继续发扬光大，孩子们长大了都
能像李学生一样去回报社会、传递社会
正能量。”

李东亮说：“全国首家以全国道德
模范、英雄李学生名字命名的公益项目

‘李学生奖学金’在沈彬先生的资助下
设立了。通过自己的努力，沈彬走出了
家乡,开创了自己的事业，但他成功不忘
家乡，多年来坚持捐资助学。最近，他
又出资为英雄李学生的母校设立了奖学
金。我们衷心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商
丘人，加入到‘好人’队伍中来！”

晚风轻轻地吹着，红河水
在潺潺流淌，阵阵的蛙声伴着
淡淡的花香向人们袭来，让人
感到无比的惬意和爽朗……在
这充满乡土情趣的环境里，三
三两两的乡亲一个个满面笑
容，在人行道上或健走或压
腿。这是 5月 22日黄昏后虞城
县镇里堌乡丁楼至丁马庄两村
之间新修的扶贫路上乡亲们健
身的场景。

“这条路修得真好呀，平坦
宽阔，两边还有太阳能路灯，
不仅方便了周边几个村村民的
生产和出行，也方便了大伙儿
的生活。每天天挨黑的时候，
这里过往车辆很少，大伙儿都
来这里在路边散步压腿。这里
路两旁有花有草，有桥有水，
比城里的公园还好。”正在路上
散步的村民刘爱仙说。

据悉，以前这条路因为年
久失修，坑洼不平，人车通行
困难，还经常发生摩擦，导致
周边的汪厂、丁马庄、郭庄、
丁楼、梁庄等村里的红富士苹
果、玉米和小麦等大批农产品
买卖难，

一条破旧路缘何很快变成
了一条民心路、幸福路？记者
拨打了汪厂村支部书记王进学
的电话。

路畅百业兴。通过了解得
知，在精准扶贫工作中，镇里

堌乡和杨集镇主要领导将有关材料递交到了虞城县
扶贫办。2018年年初，虞城县扶贫办决定拨付扶贫
资金修路。这条路东至镇里堌乡张马庄村，西至大
杨集镇大杨集村，全长 8.5 公里，需投资近千万
元。他们将这条路的修筑工期分为两个阶段。2018
年 11月至 12月他们修筑镇里堌乡丁楼至丁马庄路
段，该路段长 3公里，路面宽 4米，厚 20厘米的路
面修复完工之后，他们又对路面进行了亮化和绿
化，共安装路灯 300 余盏，栽植女贞树苗 2000 余
株。投资300余万元。

这条路的第二期工程其路段分为东西两段，东
段全部位于镇里堌境内，从丁马庄村至张马庄村，
西段从镇里堌乡境内的丁楼村至大杨集镇境内的大
杨集村。两段总长约5.5公里。其工期是今年2月份
至5月份，目前两路段正在紧锣密鼓地施工。

王进学还告诉记者，自从这条公路的一期工程
完工并开通之后，不仅乡亲们的出行便利了，相关
村庄的农产品很快由滞销转为畅销，尤其是红富士
苹果，每公斤价格上涨了 0.6元；为了促进乡村振
兴，施工过程中，在注意这条路的交通功能的同
时，上级部门还对路身进行了亮化和美化，他们安
装路灯和栽植绿化树，修垫和美化了路肩。现在这
条路二期工程还在施工，等将来这条路完工之后，
上级部门还打算在路旁修建运动场和花园，到那时
这条公路将会更加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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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企业家沈彬连续8年捐资助学
出资设立“李学生奖学金”向英雄致敬

睢县：农林废弃物“变废为宝”
本报讯（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路 曦） 5月 22日，艳阳高照。在
睢县城区西南侧，一座高耸的“烟
囱”格外引人注目，这是一家新能
源公司的凉水塔。“我们公司主要
利用农林废弃物为燃料发电，是一
个生态环保型再生能源项目。”面
对记者的询问，公司综合部副主任
何书亭介绍道。

据悉，睢县天壕新能源热电有
限公司于 2017 年 3 月开工建设，
2017 年 12 月并网发电。公司年处
理农林废弃物近 30 万吨，发电量
达 2.4 亿度，年节约标煤量 72360
吨。燃料主要来源于附近农民收集
的农林废弃物，如树皮、树根、秸

秆及建筑废材等，仅燃料收购一项，
可让当地群众年增收约 9000万元，
提供工作岗位120余个。

综合利用农作物秸秆，是贯彻
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要举措。农林废弃物经过
焚烧转换成热电能源，达到能源再
生，节约资源，还能保护环境，增加
农民收入，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今年，我们公司与各乡镇建
立了多个秸秆收集试点。农民将秸
秆打捆后，可以卖给公司，本年度
计划收购农作物秸秆 1 万吨。年
底，公司将实现为县城区工业用热
及民用采暖。”何书亭对公司的现
状与未来的发展信心十足。

睢县不动产登记开放从业端
便民服务实现“零距离”

本报讯（李 靓） 为贯彻落实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河南省不动产交易登记便民利民改
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精神，睢县国
土资源局于2019年5月21日下发了
《关于向金融机构和房地产企业开
放从业端延伸不动产登记便民服务
的通知》，并于 5月 22日召开了不
动产登记便民服务工作网上申报从
业端布设推进会，30余家驻睢房地
产开发企业和金融机构参加该推进
会。

据悉，睢县将强力推进“互联
网+不动产登记”至房地产开发企

业和金融机构，通过互联网与不动
产登记平台的技术对接，实施不动
产登记业务网上申请，开展商品房
首次登记、商品房转移登记、预购
商品房预告登记、抵押权设立登记、
抵押权注销登记、抵押权预告登记、
撤销登记等申请和查询统计工作。
通过向金融机构和房地产企业开放
从业端，延伸不动产登记便民服务，
达到服务群众“零距离”目标。

目前，该县已有两家金融机构
和 9家房地产开发企业申报网上从
业端布设，预计5月31日之前可完
成布设工作。

▲ 5月22日，夏邑县刘店集乡返乡
青年贾威佳在观察红心火龙果开花结
果情况。他创办的家庭农场，常年种有
奶油草莓、火龙果等，套种有羊角蜜瓜
和西瓜。安排20多户贫困户就业，助推
脱贫致富。 本报记者 韩 丰 摄

◀ 5月 23日，梁园区双八镇蒜农
在被托管的蒜田里刨新蒜。该镇基层
商会带领会员企业托管农户的蒜田，
农户付给企业相应的费用。亩收益比
普通蒜田的收益多 42％，企业与农户
实现了双赢。 乔文革 万 为 摄

乡村振兴在行动

商丘供电公司发布社会责任报告
本报讯（记者 张 辉）5 月 23

日，商丘供电公司召开 2018年社会
责任报告发布会。

报告书说，2016年至2018年，商
丘电网累计完成发展投入 69.17亿
元，居全省第四位。截至 2018年年
底，全市110千伏及以上变电站由62
座增至83座，220千伏变电站实现覆
盖全部县域；农网发展短板基本补
齐，全市村村通动力电率、户户通电
率均达到 100%，为商丘经济实现平
稳较快增长提供了坚强保障。

服务水平持续提升。该公司深
入推进“放管服”业扩报装攻坚体
系建设，开通线上“一网通办”，
线下“只进一扇门”，构建了“线上+
线下”的供电服务体系；拓宽“容缺
办理”、“一证受理”至全业务范

畴，完善电 e 宝等智能缴费渠道，
促进了供电服务水平的全面提升。

脱贫攻坚持续发力。通过三年
来的电网大规模建设改造，我市贫
困地区电网薄弱局面得到根本性转
变，220 千伏、110 千伏、35 千伏
容载比均达到脱贫目标。

社会责任持续履行。该公司投
入1.2亿元完成115.2千米线路迁改
及电缆入地改造。在全省范围内第
一批次完成涉及 2.5万户“煤改电”
工程，圆满完成大气污染防治任务。

报告书还对 2019 年工作进行
了展望，该公司将全面落实“引电
入商”战略，推进坚强智能电网和
泛在电力物联网建设，全面提升服
务水平和履责能力，为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5月 22 日，睢阳区文化街道办事处香君社区
联合市水上义务救援队开展专题讲座，走进市九
中、睢阳区回中等学校，为2000多名师生发放防溺
水宣传单。本报记者 白 鹏 通讯员 杜云霄 摄

5月23日，民权县供电公司在10千伏沙武线
共新增 400千伏安变压器 3台，新增线路分段开
关 1台，维修联络开关 1台，更换导线 1.5千米，
为迎峰度夏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申思广 摄

55月月2323日日，，永城市永城市经开区食品园河南鑫鼎食经开区食品园河南鑫鼎食
品有限公司工人在生产线上加紧生产订单产品品有限公司工人在生产线上加紧生产订单产品。。
该企业该企业目前安排就业目前安排就业290290人人，，年计划生产能力为年计划生产能力为
33..88万吨万吨，，利税利税11..11亿元亿元。。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邢邢 栋栋 摄

5月 23日傍晚，笔者来到宁
陵县石桥镇孙迁村。已是夜幕降
临，而村文化广场上灯火通明，
热闹非常，一场广场舞即将开
始。随着强劲的音乐旋律，村民
的夜生活拉开了序幕。

为丰富群众的业余文化生
活，提高全县的文明程度，宁陵
县在 14 个乡镇建设了综合文化
站，364个行政村建设了“文化
书屋”，106个示范行政村建设了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并实现了
“七个一”，即一个文化活动广
场、一个文化活动室、一个简易
戏台、一个宣传栏、一套文化器
材、一套广播器材、一套体育设
施器械，实行“零门槛”免费开
放。如今吵架斗殴的少了，邻里
和谐的多了；赌博打牌的少了，
跳舞健身的多了；拜神弄鬼的少
了，读书看报的多了。

每年的春节、元宵节、梨花

节和酥梨采摘节期间，该县都要
组织高跷、肘歌、竹马旱船、盘
鼓、剪纸、戏曲等20多项非遗技
艺和传统文化进行巡回展演；连
续开展了夏季广场演出活动、文
化下乡文艺汇演、全民广场舞大
赛、全县戏曲大赛等活动，特别
是今年举办“乡村春晚”14场次，
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群众参与，不
但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还
培育了文明乡风。

宁陵：乡村文化惠民育新风
□ 闫占廷

应天服务站

拆除室外垃圾箱获点赞
本报讯（记者 张 铨）“在

创建全国卫生城市期间，新城办
事处应天服务站把应天商住楼外
的垃圾箱拆除移走了，卫生干净
了，环境整洁了，不错！群众非
常欢迎，都支持这次卫生城创
建。”5月23日，应天国际A座的
任茂生对全国卫生城市创建带来
的卫生环境整体提升赞不绝口。

据应天服务站网格长回红丽
介绍，应天国际A座是一座集商
户与住户一体的高层写字楼，每
天产生大量垃圾，原来的垃圾箱
是在楼前放着，虽然保洁员每天

早上 6 点、下午 2 点来收垃圾，
但个别业主下楼时仍有随手丢垃
圾、不掀盖、不盖盖的现象，影
响了城市的卫生。为解决问题市
环境卫生管理处负责人现场办公
并提出具体整改方案。社区按照
整改方案立即行动，与物业联
系，拆除架子，重新购买垃圾
箱，套上垃圾袋，安排保洁员做
好日常保洁与清运，每天擦洗垃
圾箱，同时，安排保安做好监管
与劝诫工作，提醒业主垃圾入
箱，随手盖盖，让大家养成一个
良好的卫生习惯。

梁园区白云街道办事处

助残疾人圆就业创业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