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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 铨） 10月 17日，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自全市“防
风险除隐患保平安迎大庆”专项行动开
展以来，市农业农村局多措并举，全力
防范化解安全生产领域重大风险隐患，
凝心聚力营造安全稳定的经济社会环境。

加强组织领导，周密安排部署。主
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干，严格
履行领导责任，成立工作小组，明确责
任分工，加强人员力量、资金支持等方
面的统筹协调，为农业生产安全管理提
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细化责任分工、明确监管责任。成
立了安全生产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层层
负责制度，明确责任，层层签订目标责
任书，分解任务，形成人人有责、人人
尽责的安全生产局面，确保安全生产责
任落到实处。

落实主体责任，建立例会制度。牢
固树立“管是保护，不管是犯错”的理
念，加强对企业生产者的监管。建立工
作机制，积极联合应急、消防、公安等
部门，开展涉农企业安全联防联打活
动，构建安全生产的天网，营造涉农企

业安全生产监管的新模式。
落实监管责任，强化日常监管。全

市农业农村系统依托现有管理体系，按
照“三管三必须”的原则，层层分解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形成分级监管、
责任明晰、定位准确、高效运转的网格化
监管体系，确保各监管对象、各环节、各节
点都有具体负责人，自上而下形成覆盖
广、层次清、无缝隙的监管网络。

制订整治方案，严格督导检查。制
订下发专门方案，重点抽查屠宰行业、
（农）兽药行业、饲料行业，对四大行业

安全生产进行检查。对发现的安全隐患
问题现场下达整改通知书并要求限期整
改，其中还对两家隐患较大的企业下达了
停业通知。通过深入细致地隐患排查，进
一步督促指导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切实做好当前安全生产工作。

截至目前，共排查全市屠宰企业 18
家，饲料企业21家，农（兽）药企业22
家，共排查安全隐患 785项，目前已整
改 776项。停产停业整顿企业两家，安
全生产培训 4期,共计 81家涉农企业 250
余人参加培训。

我市全面开展涉农行业安全生产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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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梁 磊 郑继龙） 10
月15日，民权县交通运输局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集中学习研讨会，并深入到帮
扶村帮助群众服务“三秋”。

该局全体帮扶干部在程庄镇
江集村村室集中学习了《习近平
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
要论述选编》中关于“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
装全党”及“坚定理想信念，始

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章节的内容。随后，帮扶干部集
中学习了习总书记在庆祝新中国
成立 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大家围绕主题分别作了交流发
言，表示要抓好自身的教育，作
出表率，要敢担当，敢作为，注
重实际效果，解决实际问题。大
家表示要坚持立足岗位，坚持以
学促知、以知促行、知行合一，
开展“五比一争”活动。

民权县交通运输局

开展集中学习研讨活动

本报讯（代安知）为深入推
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近日，夏邑县桑堌乡中心
学校组织党员干部集中观看了大
型历史纪录片《初心永恒》。

《初心永恒》以翔实的史料
和珍贵的镜头，展现了京汉铁路
工人大罢工、刘邓大军强渡黄河
等一幕幕扣人心弦、惊心动魄的
历史片断；讲述了吴焕先、杨靖
宇、彭雪枫等一个个救国救民、
舍生忘死的英烈故事。该纪录片
通过探访革命历史遗迹遗址、走
访战争亲历者及其后代，以翔实
的史料回顾了从中国共产党诞生
到新中国成立这28年间中原大地
的红色记忆，系统反映了河南省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波澜壮阔的
革命斗争历程，彰显了共产党人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谋复兴的不渝初心和使命。与会
人员跟随纪录片的镜头，重温了
惊心动魄的历史片断，学习了革
命先烈舍生忘死的英雄壮举，感
受了感人至深的军民深情。

此次活动，广大党员在思想
上受到了教育、政治上受到了洗
礼。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以此
次活动为契机，继承先烈的遗志，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主题教育
转化成干事创业的动力，对标看
齐找差距，以更忘我的精神投入到
本职工作中，为开创桑堌乡教育工
作新局面而更加努力奋斗。

夏邑县桑堌乡中心学校

组织观看纪录片《初心永恒》

乡村振兴在行动

10 月 17 日是第 6 个全国“扶贫
日”。在宁陵县华堡镇高楼村红薯种植
基地里，驻村第一书记张明涛和村民
忙着挖薯、装袋和运输，然后利用电
商平台销售到郑州等地。

“多亏了张书记，四处联络，帮我
们找销路，解决我们的难题。要不，
这 80万斤红薯砸在手里，我们连本钱
都赔进去了，劳动一季算是白白辛
苦。”朴实的村民高大英感激地说。

张明涛是宁陵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的一名干部，2015年 10月被派到最偏
远的高楼村扶贫。四年来，他和村干
部一起把高楼村变了一个样儿。“新建
了文化广场，实施了电网改造，铺设
了乡村公路，扶贫车间也投入了使
用。”张明涛介绍，“高楼村的变化，
可以用一个词形容：日新月异。今年3
月，高楼村通过了国家评估验收，顺
利脱贫摘帽。”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乡村振兴才
是目标。张明涛把目光聚焦到村里的
产业发展上，他发现高楼村有着独特
的土质条件，比较适合种植红薯。村
里也有几户种红薯的，因为品种不
好，卖到市场上也没什么销路。小红
薯其实可以做篇大文章，张明涛和村
干部外出考察后，决定引导村民发展
红薯规模化种植。

说破嘴皮子不如做出个样子。

2017年初夏，张明涛首先找到村里种
植能手高大英，让他带头种红薯，给
大家树立一个致富榜样。在村委会的
支持下，高大英流转了 20亩土地开始
了红薯种植。为了改良红薯品质，他
引进了西瓜红、商薯 19 和紫薯新品
种。由于管理到位，红薯苗长势喜
人。金秋时节，红薯获得了大丰收，
市场上价格又好，净赢利20万元。

“一株红薯最多时结25斤，去年一
斤卖到 2 元，一亩地的产值就是 1 万
元。10亩地玉米才卖多少钱呢？事实
胜于雄辩，一下子吸引村民的兴趣，
纷纷表示也要种红薯。”张明涛说，

“今年种植面积一下子扩大到80亩，单
单高大英自己就种了46亩。”

今年风调雨顺，到了秋季又喜获丰
收。种植户们却个个愁眉苦脸，红薯销

路却成了产业发展的绊脚石。乡亲们
把红薯拉到集市上卖，价格跌得越来越
低，一斤红薯售价由1.5元降到0.6元。

张明涛看到眼里急到心里，村民的
忧虑就是他的忧虑。他天天在朋友圈
里发布卖红薯的广告，发动亲戚朋友购
买爱心红薯，他开着自己的车送货上
门。国庆节前，他联系上了河南广电喜
买网的副经理王蒙。“喜买网能利用电
商平台销售宁陵酥梨，能不能帮我们卖
红薯啊？”张明涛在电话里向王蒙求助。

恰好喜买网正在搞第一书记代言
销售活动，利用“媒体+电商+第一书
记+商超”的创新模式，为贫困村优质
农产品与爱心企业搭建一个购销桥
梁，解决供与需信息不对称的难题。

张明涛和王蒙一拍即合，决定将
高楼村的优质红薯在电商平台上展
销。为了更好地展示高楼红薯的形象
和品质，张明涛邀请了两名摄影师到
田地里拍摄图片和录制视频，在喜买
网销售版块上展播，并将红薯样品摆
到郑州华润万家超市的货架上。

“在喜买网的帮助下，高楼村的红
薯销售难题很快就会解决。我是驻村
第一书记张明涛，我为我们高楼村的优
质红薯代言，我们村的红薯香甜，细腻
无丝，绝对好吃不腻。能为老百姓办点
实事，我心里感到很欣慰。”采访结束
时，张明涛还不忘宣传村里的红薯。

本报讯（记者 白 鹏）近
年来，虞城县古王集乡党委、
政府紧抓教育工作，并把王尧
臣和赵概两位历史人物当做教
育的榜样，为教育注入新的血
液，打造“状元小镇”。

说起“状元小镇”就不得
不提起同榜中状元、探花的虞
城人王尧臣、赵概。北宋仁宗
天圣五年（1027年），应天书
院范仲淹的学生、今虞城县古
王集乡的王尧臣、赵概同年同
榜中状元、探花，成为中国科
举史上一段佳话。

古王集乡建设了有教育意
义的状元亭、状元公园、状元
祠和头悬梁锥刺股、铁杵磨针
及“一榜双魁荣回故里”的塑
像。该乡党委、政府依托丰厚
的人文资源，制订全域乡村旅
游发展规划，新修环乡路 20
公里，建设了仓颉广场、状元
文化公园、状元第，聘请文化
名人挖掘并创作了仓颉故事、
王尧臣故事、赵概故事的连环
画，制作成了宣传橱窗、展
板，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宣传古
王集文化优势。

310国道与该乡连接有三
条道路，从东到西分别起名为
仓颉路、状元路、探花路。投

资 600多万元对 310国道、仓颉大道两侧建
筑物进行立面改造，白墙黛瓦的徽派建
筑，成为古王集乡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
310国道与状元路交叉口，投资了 400多万
元精心打造了状元广场。广场上，建设了
状元亭，在310国道北侧，制作了大型群雕

“一榜双魁荣回故里”，表现了王尧臣、赵
概同中状元、探花骑着高头大马荣归故里
的喜庆场景。2017年 5月，该乡投资 200多
万元的仓颉文化广场投入使用，《仓颉造字
故事》在广场展出，备受孩子喜爱，还为
群众提供了休闲健身场所。

该乡利用6米宽的环乡公路，打造了20
公里的闭合圈，内置了状元文化区、仓颉
文化区，抗日红色文化区和 3个文化广场，
凸显以教育为主的独特内涵。环乡路两侧
土地流转速度加快，种植业结构良性调整，
新栽果树近 1000亩。乡企业孵化园里企业
生产红火。清澈的响河，在新建的状元第前
缓缓流过，水车竹亭，小桥流水，彰显“以水
润城”“以文化城”的生态宜居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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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村第一书记张明涛为丰收的红薯拍照，录制视频，在网上推销。 闫占廷 摄

10月17日，爱心志愿者在为老人包饺子。当日，是全国第六个“扶贫日”，夏邑县农业广播学校的爱心志
愿者为贫困村歧河乡胡坡楼村的老人开办彩色饺子宴，志愿者带着食品原料，擀面皮、和肉馅、捏饺子，和村
里的老人一起欢度“扶贫日”。 苗育才 摄

10 月 17 日，宁陵县扶贫办在清水河广场开展了
“扶贫日”宣传活动。志愿者向广大群众宣传扶贫政
策，引导社会各界关注贫困问题，关爱贫困人口，关
心扶贫工作。活动采取悬挂横幅、设置咨询台、摆放
宣传板和发放精准扶贫宣传书籍等形式，接受群众咨
询200余人次。 徐华新 摄

10月 17日，全国“扶贫日”当天，我市保险业协
会带领协会35家成员单位来到民权县孙六乡王楼村，通
过各协会单位设立宣传台的方式与村民面对面交流、零
距离沟通，讲解新农合基础报销知识，让村民更加清楚
了解商业保险对于补充医疗和养老的重要性，提高村民
风险和保险意识，助力脱贫。 本报记者 邢 栋 摄

本报讯（记者 丁新举） 10
月15日，市第二回民小学请全国
道德模范、跳伞女英雄马旭在该
校讲了“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党课，该校全体共产党
员、共青团员和部分少先队员
300多人参加了听课。

马旭是中国第一位女空降
兵，累计跳伞 140多次，创造了
跳伞三项中国之最。今年 2 月，
马旭获得“感动中国2018年度人
物”、“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称

号。2018年 9月 13日，马旭将她
毕生积蓄1000万元捐给家乡，用
于教育、公益事业，被誉为“新
时代最可爱的人”。

在这次主题教育党课中，马
旭回顾了幼年时期在侵华日军残
酷统治下的苦难生活，溯忆了自
己刻苦训练并如愿当上空降兵的
经历，讲述了夫妇俩省吃俭用为
家乡捐款的过程。感人至深的内
容生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初
心，让全校老师受益匪浅。

市二回小

请来全国道德模范上党课

本报讯（记者 韩 丰）10 月 17
日，记者从夏邑县农业农村局获悉，
该县永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被中国
林业产业联合会授予“全国森林康
养基地试点建设单位”称号。

据悉，第三届中国森林康养与
乡村振兴大会在四川省洪雅县七里
坪镇举行。会议从 10月 11日持续
到 10月 13日。经过国家森林康养

专家预评审会、专家终评审会，并
经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公示公告，
夏邑县永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入选
2019年全国森林康养基地试点建设
单位，成为豫东地区唯一的一个国
家级森林康养基地。夏邑县永震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先后荣获“河南
省农业科技园区”、“河南省农民工
返乡创业示范园”等称号。

夏邑县永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入选全国森林康养基地试点

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定于 2019年 11月 18日 10时至 2019年 11
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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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6295167923.
htm?spm=a213w.7398554.paiList.23.5bc43662tmnzez，户名：永城市人民
法院），公开拍卖永城市东城区演集路东车集路北1#楼成套住宅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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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

永城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第一书记忙着卖红薯
□ 闫占廷

10月 16日，睢阳区路河镇对生活垃圾及杂草进行集中“地毯式”清
理，并规范集镇区经营秩序，新规划停车位200余个，与商户签订“门前三
包”承诺书，推进环境整治工作常态化、秩序化。 王传文 孙盼盼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