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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3亩大蒜除了种田成本还有近万
元的纯收入，俺种大蒜富起来了！”前
日，宁陵县阳驿乡袁庄村的郑传海把新
出的大蒜以 1.5 元的价格卖掉共得款
14475元，他高兴地说。

沙河、洮河从阳驿乡穿过，大部都
是沙质土，很适宜大蒜种植。近 5年来，
该乡种大蒜在1万亩左右。

大蒜一卖蒜苔，二卖蒜头，虽是播
种和收获程序麻烦，可当地农民很愿种
植它。大蒜在整个生产期很少生病虫
害，不需要喷洒农药，所以人们就喜吃
这绿色食品。

近年来，阳驿乡高度重视这绿色产

业，在大蒜集中种植的袁庄、潘集、郑
路徐、郭杨范和苗岗村成立起大蒜种植
专业合作社，倡导农民种植大蒜优良品
种，早熟品种。

发展之路，创新先行。各村合作社
还通过在网上、报纸上发表大蒜种植信
息、销售信息、价格信息，吸引本地和
外地客商在蒜苔采摘、大蒜收获时节来

阳驿收货走货，把大蒜产业推升为大蒜
经济，使种蒜人、收蒜人、帮扶种蒜收
蒜人都能获得大蒜供产销的收入。

“阳驿乡46个农资供应门市部，处处
供应大蒜种子、大蒜专用肥、塑料薄
膜、收蒜的铲子、剪刀、小锄、装蒜的
编织袋等物品。”袁庄村大蒜种植合作社
负责人郑先来说。

潘集村大蒜种植合作社宁序涛介
绍，在阳驿乡夏初的物交会上，不少人
也在街头支摊卖上述物品。因此，阳驿
乡大蒜产业、大蒜经济十分繁荣。

该乡大蒜的连年种植，还产生一代
中介人和经纪人，在阳驿集上就有 16家
收蒜门店。

这些有经济头脑的人，每年都跑上跑
下、跑里跑外地为大蒜找市场、签合同，把
本地的优质大蒜销外大江南北、长城内
外。这些人的出现，也为推动 本乡的大
蒜产业、大蒜经济做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所以，该乡的大蒜年年有销路，家家能招
财进宝，也为乡村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

大蒜产业富了阳驿人
本报记者 高会鹏 通讯员 屈效东

本报讯（记者 高会鹏）近年来，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宁陵县努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大力招商引资,引入优质企
业和社会资本共同推动三大产业融合发展，以产带城,以城促
产，加速宁陵县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区域经济大发展。

据宁陵县城乡总体规划(2016—2035)规划，将形成“两
心两轴多节点,一带多廊五片区”的城市空间布局结构，为
宁陵县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指明方向。产城融合、新型城镇
化建设离不开合理的规划布局和大量资金的投入，宁陵县政
府为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努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大力招商引资，吸引优质社会资本共同推动宁陵县新型城镇
化建设。

城无产不兴，产无城不立。在新型城镇化建设方面,宁
陵县政府通过“筑巢引凤”方式,加速集聚高端创新资源，
引入优质企业、社会资本和高端人才，加速实现城市规划目
标，让宁陵县成为中原地区富有生态特色、文化内涵的现代
宜居城市。

宁陵县

以产城融合模式
加速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 本报讯（本报记者 高会鹏 通讯员 曹静静）太行

山麓，万仙山上，山青水碧，惠风和畅。近日，宁陵县
委组织部组织各乡镇抓党建副书记、组织委员、组织
干事，部机关党员干部，产业集聚区组工干部，两新组
织党建负责人一行共计 85人来到新乡万仙山开展为
期两天的组工干部素质提升拓展培训活动。

本次素质拓展培训实施全封闭式管理，整个拓展
训练由六项拓展科目组成，设置了团队协作、拓展训
练、理论教学、经验分享等环节。参训干部职工被分
为四支队伍来完成本次活动。先后开展了军事站姿、
愚公移山、雷区取水、动力绳圈、信任背摔、急速六十
秒、生命之源等一系列拓展活动。

在团队亮相阶段，各队依序进行风采展示，霸气
的队名、嘹亮的队歌、响亮的队训充分展现出了大家
的气势和信心。在合作对抗阶段，各队学员在教练的
引导下，不断挑战自我、分工协作，机智灵活地完成了
全部训练项目。训练过程中，激情四射，欢声笑语不
断，大家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良好心态积极参
与、齐心配合，展现出了组工干部的良好精神风貌。
信任背摔活动中，赵村乡党委副书记李绪强表示，“信
任背摔这个活动让大家进一步挑战了自我，增进了感

情，提升了信任，深刻明白了团队精神的重要性。”雷
区取水活动结束后，县委组织部办公室李旭说：“通过
雷区取水，更深刻意识到奉献精神的重要性，工作中
更要服从组织、勇于承担、甘于奉献，做好每一件平凡
的小事，就是不平凡。”

县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举办本次素质拓展
培训，既是为了关心关爱组工干部，强化对组工干部
队伍的管理和服务，也是为全县组织工作者搭建起学
习交流平台，通过素质训练和理论教学相结合的方
式，增进团结，凝聚信任，增强体魄，提升能力，进一步
坚定讲政治重公道业务精作风好的政治品格，锻造高
素质组工干部队伍，以组织工作高质量推动宁陵发展
高质量。

训练结束后，大家一致认为，这次拓展训练是
一次难得的成长经历，不仅是一种身体素质的训
练，更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培养，大家深切地感受到
了团队的力量与合作、领导力的重要性，有力地提
升了心理承受能力、组织协调能力、领导能力与团
队协作意识，接下来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组
织工作中。

凝心聚力 锻炼体魄 提升能力

宁陵县通过实训锻造高素质组工干部队伍 本报讯（记者 蒋友胜 通讯员 陈雁飞） 5月 30日，由中国
农业出版社、中共柘城县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美丽乡村”新农
村建设绘画摄影作品展在柘城县规划展览馆举行。

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从生态文明到乡村振兴，习近平总
书记曾多次描绘中国乡村的美丽图画。近年来，柘城县委、县政
府按照中央和省、市部署，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
手，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总要求，先后实施了贫困村“九大工程”、贫困“六改”工
程、“厕所革命”，开展了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和国土绿化提速
行动，积极推动引导资源要素向农村流动，村容村貌、户容户貌
焕然一新，农村环境实现大变样。

2019年柘城县正式脱贫摘帽，退出贫困县序列；移风易俗工
作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宣传报道；连续成功举办第十二
届、第十三届全国辣椒产业大会，河南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商丘分
会场放在柘城举行；2018年全省平安建设公众安全感指数全省第
43位、全市第1位，政法机关执法满意度全省第17位、全市第2位，
全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此次“美丽乡村”新农村建设绘画摄影展，旨在宣传美丽乡
村变化、推广美丽乡村文化、保护农村生态环境，充分展现十八
大以来中国新农村的巨大变化和改革开放发展的丰硕成果。现场
的绘画、摄影作品，展现了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的生动局面，必将
进一步激励人们扎根农村、建设农村的激情，为发展现代农业、
弘扬先进传统文化、凝聚中国力量，作出应有贡献。

“美丽乡村”新农村建设
绘画摄影作品展走进柘城

乡村振兴在行动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定于 2019年 7月 10日 10时至 2019年 7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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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账户名：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执行款专户，法院主页网
址：https://sf.taobao.com/0370/08），公开拍卖商丘市睢阳区神火大道西侧富饶
新城 18#楼 1单元 701号，建筑面积为 139.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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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6180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2019年6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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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7月 10日 10时至 2019年 7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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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账户名：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执行款专户，法院主页网
址：https://sf.taobao.com/0370/08），公开拍卖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华阳
路399号7栋2单元1701，建筑面积为92.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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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6196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2019年6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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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7月 10日 10时至 2019年 7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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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账户名：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执行款专户，法院主页网
址：https://sf.taobao.com/0370/08），公开拍卖商丘市睢阳区神火大道西侧汇豪
天下8号楼1单元8层802号，建筑面积为96.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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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6202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2019年6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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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7月 10日 10时至 2019年 7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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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账户名：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执行款专户，法院主页网
址：https://sf.taobao.com/0370/08），公开拍卖邢孝磊名下的位于商丘市睢阳区
北海路东段电业局南院光明小区 3#楼 3单元 109，建筑面积为 109.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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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6190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2019年6月5日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定于2019年7月8日10时至2019年7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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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5710504590.htm?spm=a213w.7398554.
paiList.13.54e43662c45i36，户名：永城市人民法院)，公开拍卖永城市东城区中
原路西东方大道南房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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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法官
联系电话：13781439333

永城市人民法院
2019年6月5日

永城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定于 2019年 6月 20日 10时至 2019年 6月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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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5699088295.htm?spm=
a213w.7398554.paiList.21.61103662OPZz47，户名：永城市人民法院)，公开拍
卖江苏省张家港市金港镇德积元丰菜场 1幢 501室、1幢 01阁楼房地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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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法官
联系电话：13937065888

永城市人民法院
2019年6月5日

永城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今年72岁的王凤堂是柘城县牛城王楼村人，2008年退
休后和老伴吴传芝在自家院里栽种20种水果、200种鲜花，
还有几十种野菜、药材。成了十里八村有名的“人间仙
境”。图为6月5日，王凤堂正在修剪花枝。 张 超 摄

6月4日，工人在金刚石分拣车间作业。柘城县力量新材料集团总投资15亿元，是该县金刚石制品高
新技术产业的龙头企业，企业以生产金刚石单晶为主并集金刚石微粉加工、金刚石制品生产为一体，全部
达产后可年产金刚石10亿克拉，销售收入达25亿元。 本报记者 崔坤 摄

本报讯（记者 翟华伟）近日，宁陵县在清水河广场举行为烈
属、军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悬挂光荣牌启动仪式。该县各乡镇、产
业集聚区、县直各单位相关人员、军队离退休干部、自主择业干部、
转业干部、军属、烈属、转业士官等“光荣之家”代表共计 500多人
参加了活动。

据介绍，宁陵县为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家庭悬挂光荣牌，是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推进军人荣誉体系建设的
具体举措，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军人及军人家庭的关心、关爱。光荣
牌不仅是军人身份的象征，更是军人荣誉的直接载体，是党和政府
给予军烈属和退役军人的崇高荣誉。

宁陵县相关负责人要求，相关单位和个人要深刻认识到为烈
属、军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悬挂光荣牌的重要意义，切实提高政治
站位，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巩固和发展“双拥”成果，加强对悬挂
光荣牌工作的组织领导，搞好统筹协调，如期完成悬挂光荣牌的任
务。同时，充分运用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信息采集成果，全面
梳理符合条件的悬挂对象，建档立卡，动态管理，实现精准悬挂、应
挂尽挂，不落一户、不漏一人。

仪式结束后，出席启动仪式的宁陵县相关负责人到“光荣之
家”代表家中为他们悬挂了光荣牌，感谢他们为党和国家做出的贡
献，并送去了美好祝愿。

宁陵县

为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
悬挂光荣牌

与会嘉宾向现场观众展示书画作品。 本报记者 蒋友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