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王 玮） 近日，商丘联通
举行扶贫捐款活动，公司党委班子成员
带头捐款，干部员工踊跃捐款，共捐款

3.4 万余元，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联通人
“勇担责任、扶贫济困”的风采。

该公司党委高度重视此次活动，在
捐款活动前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强化组
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以确保活动取
得实效。公司下发《关于开展扶贫捐赠
活动的通知》，对扶贫捐款活动进行再
安排，通过微信群、倡议书等形式广泛
宣传发动，号召全体干部员工伸出温暖
的双手，用行动彰显社会责任，用博爱
凸显尚善情怀，用奉献共谱和谐乐章。
为“决战脱贫攻坚，助力乡村振兴”添

砖加瓦、贡献力量。
据了解，一直以来，商丘联通积极

参与扶贫济困等公益事业，为全市扶贫
济困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尤其是今年
按照上级公司“六度”扶贫要求，覆盖
7个县（区）。召开党委会专题研究扶贫
工作，认真做好定点扶贫工作，制订年
度扶贫支出计划，通过协同机制与座谈
交流推动项目落地，目前部分扶贫项目
正在实施中。下发《关于下发商丘联通
2019年资费扶贫工作安排的通知 》《关
于进一步明确2019年扶贫项目落实责任

的通知》等文件，为贫困人口提供低成
本的终端政策和高速网络服务。党委班
子领导带队定期前往对口扶贫点进行走
访调研，慰问扶贫干部和困难群众，解
决相关问题，开展“三·五”基层工作
日活动 50场次，为 90多户贫困户送去
米、油等慰问品。同时，市县公司上下
联成“一条线”，同向发力，提升工作成
效。帮扶队伍不断壮大，目前共有挂职
扶贫干部10余人、驻村第一书记6人奋战
在脱贫攻坚一线，在宣传政策、组织群
众、推进项目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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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商丘市审计局党员干部一行十余人赴江西上饶市方志敏干部
学院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参培人员全面学习了

《信仰的力量》等课程，瞻仰了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旧址群、怀玉山
北上抗日先遣队纪念碑和清贫园，重温了入党誓词。 李建平 杜 琰 摄

乡村振兴在行动

步入睢阳区临河店乡卷地张村，
进村道路四通八达，家家户户门口干
净整洁，道路两旁绿化苗木迎风招
展。文体广场上，各种健身设施应有
尽有，正值假期的孩子们正愉快地嬉
戏打闹着。“乡政府组织开展的人居环
境综合整治工作真好，干部带领老百
姓用砖和水泥垫路护路，还在路旁栽
植花卉，不仅把路面拓宽了，也让环
境变得更好了。”8月 14日，正在路边
乘凉的村民李小善一个劲地直夸好。

近期以来，睢阳区临河店乡开展
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组织全乡干

部和村民修路护路，栽花种树，得到
了社会各界的一致称赞。

该乡的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于
今年 4月中旬开始。工作开始时，乡
政府首先宣传发动群众，之后，他们
按照“干群齐出动，各护门前路”的
原则，将各村范围内的路边修整拓宽
任务分配到各家各户。工作开始之
后，该乡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
头作用，让党员干部自己动手将村室
内外和各自庭院内外的环境做了整
治，然后对道路两侧用废砖进行垫铺
拓宽。之后又让群众将自己家中的残

砖断瓦收集起来，按照党员干部既定
的标准开始自己动手对自家小院外的
道路两侧进行硬化和美化。

党员干部各家各户门外环境的良
好变化带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他们纷
纷自己动手将自家门外路旁的杂草除
去，按照标准把家里的破砖废瓦收集
起来铺在自家门前屋后的路旁。稍有
空闲的地方，他们栽上绿化树和花
卉。截至目前，全乡各村范围内路旁
的杂草和瓦砾不见了，80%的路两旁已
经被硬化完毕，路面变得宽了许多，
剩余的部分整治工作仍在继续进行。

在这次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中，许多在外经商的致富能手纷纷为
家乡捐款捐物。高井里村村民秦景
辉，自己出资 4万元将村里的一条主
要道路的两侧用水泥硬化。

路宽了，灯亮了，乡村美了，老
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了，走在临河店
乡各村的大街小巷，随处都能感受到
新农村建设带来的新变化。

“下一步我们将通过招商引资对大
沙河美化绿化，发展旅游和经济，借
以打造大沙河经济带，促进乡村振
兴。”该乡负责人说道。

村庄环境美 百姓幸福多
本报记者 丁新举

▲ 8 月 15 日，夏邑县北岭镇好吃
嘴生态农庄的何小英在葡萄园里管理
葡萄。夏邑县北岭镇种植的 7000多亩
葡萄陆续进入丰收季，果园香飘四溢。
阳光玫瑰、金手指等20多个优质品种葡
萄，吸引众多游人和客商前来采摘、选
购。 苗育才 摄

本报讯（张 彬 陈 臣）落
霞与水鸟齐飞，夏水共长天一
色。这是时下对梁园区观堂镇
辖区清水河里碧水的真实写
照。“自打实行河长制以来，河
水变清了，河道干净了，河边
风景更美了。河道两岸成了群
众散步的又一个好去处。”8月
13日早起，在清水河边散步的
观堂镇陈留庄村民陈进仓高兴
地说。

如今走进观堂镇，在辖区
河道岸边，一块块“河道管护
责任牌”醒目可见，牌上清楚
地标注着河道名称、管护范
围、管护内容、管护标准、河
长姓名、管护责任人员、监督
电话等内容。据了解，自全面
推行河长制以来，观堂镇充分
发挥镇、村两级河长的职能作
用，持续推进水环境治理与保
护，让辖区内的 3条河道水更
清、景更美。

规范履职尽责，加强社会
监督。该镇实施了河长公示、
河长巡河、举报投诉受理、定
期报告等日常工作制度，全镇
在醒目位置设立河长公示牌，
标明河长职责、整治目标和监
督电话等内容，广泛接受社会
监督。

整顿非法行为，加强生态
保护。该镇加强河流管理动态
管控，持续开展域内河流调查
摸底、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及河
流水域岸线管理保护等专项整
治行动，严禁以各种名义侵占
河道、围垦河流，清理整治乱
占滥用岸线等突出问题，彻底
恢复了河流水域岸线生态功

能。
落实督查巡查，强化责任意识。该镇组

织力量定期对河道进行巡查，做好河道巡查
记录，进一步明确落实好各级河长责任，对
造成河道环境污染的突出问题，及时研判，
拿出合理的治理方案，切实整治到位，有效
保护河湖渠资源，增强河流保护的责任意识
和参与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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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联通捐款3.4万元扶贫济困

本报讯（梁 磊 郑继龙）连日
来，民权县交通运输局采取措施，
处置路面病害，加强养护管理，确
保主汛期农村公路安全畅通。

加大巡查与隐患整改力度。该
局组织人员每天坚持上路巡查，对
发现的公路安全隐患，及时上报并
设立安全警示标志牌,对发现的公
路病害及时整改。

加大农村公路养护力度。针对
路面坑槽及脏、乱、差等影响公路
功能发挥的情况，该局结合雨季特
点，采取集中养护的办法，全力清
除，掀起雨季公路养护高潮。重点

是保洁路面、整改水毁塌方、培护
路肩边坡、修剪路林等。

加大督查指导。该局在养护督
查中，一方面加强养护人员考勤工
作，确保工作落实到位；另一方面
农村公路养护督导组分片挂点与养
护人员跟班作业，现场指导工作，
帮一线职工提高养护等方面的工作
能力。

结合创建省级“四好农村路”
示范县要求，该局围绕管好、护好
标准，把农村公路纳入规范化管
理、机械化养护轨道，全面提升农
村公路“建、管、养、运”水平。

民权县交通运输局

保汛期农村公路安全畅通

本报讯（杨玲玲） 近阶段，
梁园区白云街道办事处立足“三
个强化”，确保创卫工作落到实
处，抓出成效。

强化宣传教育。继续加强卫
生城市创建的宣传，在通过宣传
单、宣传车开展常规宣传的基础
上，组织创卫志愿者与社区工作
人员一道，手拿传单挨家挨店上
门宣传，向居民和沿街商户宣传
创卫相关知识，做到人人知晓、
户户行动。

强化排查梳理。依托网格化
管理机制，实现辖区背街小巷、
家属楼院、沿街门店创卫全覆

盖。网格员紧盯焦点难点问题，
做到一个社区走到边、一个小区
走到底、一条道路走到头、一个楼
道走到顶，认真排查梳理创卫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分类归纳，制定
整改台账，实行“销号”式管理。

强化整改考核。实行重心下
移，责任到位。加强日常巡查力
度，完善考核机制，针对梳理的
问题，社区工作人员和机关下沉
人员对负责点位进行全方位的现
场查看，商定整改措施，对照标
准积极进行整改，确保整改工作
不走形式、不走过场，达到全员
参与、全面整改的效果。

白云街道办事处

“三强化”巩固创卫成果
瓜果飘香迎客来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定于 2019年 9月 3日 10
时至 2019年 11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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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变卖商丘市睢阳区神火
大道西侧香君路南侧盛大世纪名城1、2号楼办公01，建筑面
积为515.4070平方米，用途为办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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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9533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2019年8月15日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变卖公告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定于2019年9月18日10
时至 2019年 9月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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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路北
侧、归德路东侧奥林匹克花园第8号楼3单元1012号，建筑面
积为 37.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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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9533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2019年8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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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18日 10
时至 2019年 9月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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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德路东
侧赵园村李新领所属房产，建筑面积为892.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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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6235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2019年8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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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18日 10
时至 2019年 9月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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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街道办
事处睢阳大道东淮河路南建业·壹号城邦（二期、三期）12号楼2-
1704住宅房，建筑面积为19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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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6183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2019年8月15日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本报讯（刘明太 刘艳勤）近
段时间以来，梁园区前进街道办
事处结合自身实际，多措并举推
进“创卫”工作。

全力推进老旧小区规范化建
设。建立“卫生保洁长效机制”模
式，成立物业管理办公室；宣传协
调到位，目前共走访 1300多户居
民征求意见，共发放宣传单页
2400余份；对122个老旧小区主要
从小区道路下水道清淤、路面整
修硬化、外墙粉刷、弱电管线捆扎
等5个项目进行改造提升。

全力推进城中村整体提升。
疏通下水道4000余米，硬化道路
1.3万平方米，拆除违建 1500 平
方米，粉刷墙体6000平方米，整

治弱电4200余米。
全力推进“三清一规”，清洁

城市。对大街小巷两旁3924家商
户进行清门联、清广告、清尘土行
动及对门头前的弱电管线进行捆
扎规范，清洗商户门头、门帘3924
家，捆扎弱电管线2万多米。

全力推进三个专项行动。办
事处在紧抓创卫各项工作的同
时，开展多种专项行动，对辖区所
有背街小巷、小区楼院的垃圾桶
进行大清洗，共清洗各类垃圾桶
2000多个；对老旧小区所有散养
家禽进行排查摸底，采取购买、执
法多项办法进行清理；科学规划
辖区内小区小巷空地停车位，共
规划102个小区、64条背街小巷。

前进街道办事处

“四全力”推进创卫攻坚

◀ 8月 15日，村民在柘城县张桥
镇梁楼村苹果园里采摘苹果。近年
来，柘城县引导农民集中连片发展高
效特色种植。鼓励扶持贫困户和村民
发展三樱椒、名优水果、中药材、优
质蔬菜等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
富渠道。 张 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