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2020年1月2日10
时至 2020年 1月 3日 10时（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
市梁园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网址：
http://sf.taobao.com/law_court.htm?spm=5262.7189077.0.0.
qsF8TH&user_id=2021143562，户名：商丘市梁园区人民
法院），公开拍卖商丘市梁园区谢集镇王二宝村 310公路
北侧商混站内的路面硬化、机器设备、地磅、房产，房产
为办公楼、宿舍楼、厕所、机械室、门卫室及围墙等，混
合结构，办公楼、宿舍楼层数为 3层，机械室 1为 2层，
其余为 1 层，合计建筑面积为 2172.48 平方米、围墙
563.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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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8033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19年11月27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第二次）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 2020年 1月 2日 10
时至2020年1月3日10时（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
梁园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
//sf.taobao.com/law_court.htm?spm=5262.7189077.0.0.
qsF8TH&user_id=2021143562，户名：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
院），公开拍卖新密市溱水路西段北侧（中强·御金湾 33
号楼） 21 层 2101 号房产一套 （房产证号：1601009973），
建筑面积：124.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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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8029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19年11月27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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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新闻统筹 闫鹏亮

民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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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村第一书记风采驻村第一书记风采

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时值初冬，气
温骤降，万木萧条，而在民权县双塔镇的
芦笋产业种植基地大棚里却是温暖如春。
走进塑料大棚，顿感周身暖意，只见芦笋
葳蕤，郁郁葱葱，满眼的绿色透露着勃勃
生机。

“俺这真是赶上党的好政策了，让俺足
不出村就能赚钱，好嘞很！这茬芦笋等过
年二三月那个时段就能卖 20块钱一斤，一
个棚少说也得卖几千块钱！”11 月 26 日，
正在大棚内管理芦笋的牛牧岗村九组村民
闫国良高兴地说。

今年 58岁的闫国良扳起指头给记者算
起了账：芦笋是一年定植，多年采摘，一
般可采摘10—15年，每亩2000株左右可采
收多茬，当年产量就达 1000斤，随着产量
逐年递增，第二年亩产可达 3000斤。按芦
笋市场均价每斤 6元计算，每亩产值可达
1.8万元，3年进入丰产期后，每年亩纯收
入有2万至3万元，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十
分可观。

“像俺这年龄出外打工没人要了，前年
俺承包了三个大棚，活不重，投资少，还
真不少挣钱嘞！”闫国良说起了大棚致富的
好处。

据悉，三年前，双塔镇通过外出考
察，实地论证，结合“一乡一业”对接产
业扶贫项目，把具有市场前景好、一年种
植多年受益的芦笋作为产业扶贫的主导产
业，采取“财政+金融+合作社+贫困户”
模式，引导贫困群众发展大棚芦笋种植，

在秣坡村流转土地550亩，镇财政扶持新建
芦笋大棚 578座，578户贫困户实现一户一
棚，涵盖了秣坡、牛牧岗等 8个行政村的
贫困户，单棚年均收益 8000 元以上。如
今，大棚芦笋产业已成为当地群众稳定脱
贫的“金钥匙”。

双塔镇的这一做法就是壮大产业让群
众在脱贫的路上走稳，县扶贫办主任蒋海

涛介绍说，这仅仅是民权县重产业稳脱贫
的一个缩影。

该县为了充分发挥产业扶贫增加农民
收入的“牵引器”作用，形成壮大产业走
稳脱贫路的“集团”效应，整合涉农资金
办大事，突出产业特色，拉长产业链条，
重点结合花生种植、芦笋种植、林下食用
菌种植、温棚蔬菜种植等特色主导产业，

念好产业致富这篇“大文章”。
林下食用菌产业鼓起了农民的钱袋

子。该县充分利用“河南塞罕坝”——申
甘林带林下土地资源优势，建成了占地
1500 余亩的林下食用菌种植产业示范基
地，发展食用菌大棚 2000个，单体规模位
居全省第一。扶持程庄镇 13个贫困村的贫
困户发展林下食用菌种植，贫困户有活
干，有钱赚，“小蘑菇”真正成了群众走稳
脱贫路的“大产业”。

该县绿洲街道办事处还充分发挥紧邻
县城、有着种植蔬菜经验和习惯的优势，
大力发展温棚蔬菜种植产业。他们在吴
庄、甘庄、刘庄等村着力打造“菜篮子”
精品示范工程，完成高标准日光温室大棚
建设 2000多座。带动周边有劳动能力的贫
困户全部参与日光温棚蔬菜种植，贫困户
每年收入达到 3万元以上，脱贫户在致富
的大道上越走越稳。

如今，吴庄的大棚蔬菜远销郑州、合
肥；伯党乡的花木远销到河北、山东；人
和镇西屯村双飞种植合作社的鲜食葡萄走
进了省会市场；白云寺镇的小香葱已远销
广州、香港……

2018年 8月，全省产业扶贫工作现场
观摩会在民权县召开，该县代表商丘市作
为信阳、周口、商丘、开封、新乡东片区5
个现场观摩点之一，在全省产业扶贫工作
东片区现场观摩评比中获得第二名的好成
绩，产业扶贫工作得到了上级扶贫部门的
充分肯定。

民权壮大产业让群众在脱贫路上走稳

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民权县供销社按照全国总社深化
供销改革的指示精神，强力推进电子商务和网络建设，取得了
显著成效。

据悉，该县供销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积极与全国总社
“供销 e家”“社员网”对接，将农资销售服务电子商务终端进
村入户，积极开展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电子商务，推动放心
农资进农家。引导和扶持涉农电子商务平台与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农村专业合作社、农资生产配送企业、家庭农场、种养
大户等开展合作，形成互帮互助的协作机制。通过网络技术培
训，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逐步减少化肥农药使用，推广有
机肥、生物菌肥、生物防治病虫害等，逐步发展绿色有机农
业。利用“供销 e家”电子商务，积极开展葡萄、苹果、小辣
椒、大蒜、花生、麻花、红薯粉条、大棚蔬菜等网上销售，将
该县的特色农副产品推向全国市场，尤其要围绕大宗农产品，
着力培育发展绿色有机品牌。

县供销社

大力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
“俺在这干活儿也累不着，一天

挣个六七十块钱，比外出打工强，
还不耽误照顾家，真得感谢俺的张
书记。”11 月 26 日，孙六镇程庄村
54岁的贫困户潘海兰提起民权县人
社局驻该村第一书记张新桥赞不绝
口。

如今，天气慢慢变冷，然而在
民权县孙六镇程庄村扶贫车间内，
正在分拣旧衣物的工人干得热火朝
天，打包好的衣物整齐地堆成了小
山。车间门口，满满一卡车衣物正
准备运往外地。

据张新桥介绍，河南达亨通再
生资源回收利用有限公司是他引进
的企业，主要分拣收购来的旧衣
服、箱包、被褥等，拉到总部进一
步处理后，再进行出口、内销、捐
赠等。在此务工的人员都是村里的
贫困户，平均年龄在 50岁左右，他
们外出不好找工作，家里地里又走
不开，况且分拣衣物简单，一学就
会，每人每月能收入2千多元。

“张书记，你给俺找的活儿每月
除去日常花销，能存2千多元钱，干
上两年脱贫不成问题，年底俺得请
你好好喝两杯。”张新桥接到贫困户
程红军打来的电话，爽朗的笑声不
绝于耳。35岁的程红军，家有两亩
半地，两口子整天在外干点零活，
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可天有不测
风云，去年3月，他们的儿子被查出
患有肾上腺神经母细胞瘤，他们带
着孩子四处求医，不久就花光了家
里所有的积蓄，还欠下了几万块钱
的债，目前孩子的病情虽然有好
转，但每月的化疗费也是一笔不小
的开支。张新桥了解情况后，按程
序将程红军一家纳入贫困户管理，
并积极与县卫健委对接，让其享受
到国家的健康扶贫政策，还介绍程
红军外出务工，挣钱补贴家用。

“别看俺70多岁了，耳不聋、眼
不花，你给俺找的护水看河这活
儿，俺全当散步了，每月还发给俺

200 块钱的工资，这都是托你的福啊！”孙德明刚从东河回
来，恰巧碰见张新桥到他家走访，便打开了话匣子。

孙德明是村里的贫困户，他爱人前几年生病落下病根，
走路一瘸一拐。孙德明老两口都患有冠心病，张新桥带着他
们办了残疾证和慢性病就诊卡，还给孙德明争取了一个水管
员的公益性岗位。孙德明说：“现在抓药花不几个钱，月月有
工资，生活比蜜都甜。”

自从驻村扶贫工作开展以来，程庄村新修了 5.5公里的水
泥路，新建了村室、卫生室、超市、文化广场以及 1000平方
米的扶贫车间、63座蔬菜大棚、光伏发电站。到户增收、“六
改一增”、公益性岗位等扶贫政策的实施，群众的生活一天比
一天好了。

“身为第一书记，不忘为民初心，想法帮群众‘摘穷帽’
‘拔穷根’，让他们过上幸福生活，这是我应尽的责任。”张新
桥时常告诫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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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闫国良在管理冬季芦笋。 郭 亮 摄

脱贫攻坚进行时

11月26日，民权县高新区内阿诗丹顿电器有限公司总装车间的工人在加班生产。据悉，该公
司通过转型升级改造，每年可节约各项成本100万元。 本报记者 闫鹏亮 摄

11 月 27 日，民权县
人民路水系下穿工程正在
紧锣密鼓地有序进行。据
悉，年末岁尾，该县盘点
年初人代会上承诺的重点
工程，列出清单，实行倒
计时挂牌督办，确保如期
完成 2019 年重点项目工
程，向人民交一份满意的
答卷，以工作实绩检验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效果。

本报记者 闫鹏亮 摄

11月27日，民权县褚庙
乡财政所党员干部在火龙果
种植大棚向种植户张方圆
（图中）宣传涉农资金扶持政
策。据悉，该火龙果种植大
棚占地10余亩，是该乡褚南
村返乡创业带头人张方圆投
资20多万元创办的，种植的
火龙果主要销往县城各大超
市，并带动 5 户村民脱贫致
富。 周长桥 摄

本报讯 （记者 闫鹏亮）
自 2016 年下半年以来，民权
县积极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17.4亿元，充分发挥整合资金
规模优势，助力全县脱贫攻坚
工作，瞄准对象，精准发力，
全力干好、干实“三件事”。

统筹财力办成大事。民
权县通过统筹整合涉农资
金，高强度投入到脱贫攻坚
急需项目，如农业道路、危
房改造、安全饮水、教育保
障、基层村级服务中心建设
等，4 年来累计投入 93288.9
万元，修建农村通村公路
536.7 公里，改造危房 13381
户 40.14万平方米，修建文化
广场等基础设施 129 处，做
到了贫困村路畅、房安、景
美。

专业部门干专业事。请
专业团队打造精品工程，让
专业人员干专业事，民权县
自 2016 年下半年统筹整合资
金起，就强力推进“大类间
打 通 、 跨 类 别 使 用 ” 和

“多个渠道集水、一个龙头
放水”的工作理念，改变
以往由于条块分割造成的
同一类项目由各个部门分
头实施的做法，让专业部
门干专业事，如交通局负
责修路、水利局负责安全
饮水、住建局负责危房改
造，防止了门外汉干活，起
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全程监管办实好事。为把实事干好、好事干
实，民权县全程加强扶贫项目资金监督管理，在做
好公开公告公示及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工作的同时，
充分利用“三大平台”，即“财政扶贫资金动态监
控平台”、“扶贫开发信息管理系统”“民权县惠民
扶贫资金（项目）大数据监察平台”，将民权县扶
贫资金及项目公开公示，做到上级可监控、本级可
查阅、社会可监督，做到资金项目全程可监管，切
实把实事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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