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 2019 年 12 月 16 日 10 时至
2019年12月17日10时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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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拍卖商丘市盛丰棉业有限公司
名下 17台机器设备（名称及规格型号：打包机mdy-400T、打包机
200T、打包机 80T、轧花机 mys-90 型、轧花机 80 型、轧花机 80
型、轧花机 400型、皮棉清理机 125型、皮棉清理机 125型、籽棉清
理机200型、中棉条码机、集棉机200型、清弹机、检验设备、除尘
设备、变压器315kva、变压器315kv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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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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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 铨）为进一
步提升农业系统干部职工消防安全
意识、防火灭火和逃生自救能力，
营造良好的消防宣传氛围，11 月
26 日，市农业农村局举办了消防
安全宣传月专题培训会。

据介绍，自 11 月 1 日 2019 年
度商丘市“119”消防宣传月活动
启以来，该局积极响应，此次专题
培训会邀请了省消防行业资深从业
者魏广涛以 《珍爱生命 远离火
灾》为主题进行消防安全知识专题
讲座，现场展示并演练了灭火器、
消防专用手电等消防器材和逃生器
材的正确使用方法。

该局负责人表示，举办此次消

防安全培训旨在进一步强化消防
安全宣传教育工作，持之以恒地
紧抓安全生产工作，强化宣传教
育工作，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制，营造“关注消防、珍爱生
命”的良好氛围，彻底消除消防安
全隐患，确保了全局系统安全形势
持续稳定。

参会人员纷纷表示，专题培训
会上的视频图片、翔实的典型案
例，理论与示范相结合，使所有参
训人员深受教育和启发，让大家了
解和掌握了基本的消防安全技能，
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得到了切
实提高，为全市农业农村系统的稳
定发展提供安全保障。

市农业农村局

举办消防安全宣传月专题培训

乡村振兴在行动

“我替俺村在外打工的全体人员感
谢咱村的孝老敬亲义工队，有他们帮
忙照顾老人，我们就放心了。”这是11
月26日睢阳区临河店乡刘玉池村90岁
老汉刘体芬的儿子刘德生给该村党支
部书记刘同建打电话时说的话。

“俺村的孝老敬亲义工队有 40人，
他们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儿女在外务工
的 8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想法改善老
人们的生活，让他们吃好、住好、玩
好，他们用爱心，温暖着那些需要帮
助的人，他们的善举得到了乡亲们的
欢迎。”这是刘同建对本村孝老敬亲义
工队的评价。

刘同建本人就是孝老敬亲义工队
的成员，该村成立孝老敬亲义工队半
年来，不仅义务护理老人，而且为他
们举办文艺节目，以丰富他们的精神

生活。
据介绍，近期，临河店乡加强弘

扬孝善文化，发动全乡各村举办孝老
敬亲活动。在该乡党委、政府的大力
支持下，刘玉池村率先成立了孝善理
事会，之后他们又自发组织成立了孝
老敬亲义工队。

据介绍，该村孝老敬亲义工队有
40人，其成员有商丘市政研室、睢阳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和睢阳区总工会的
驻村帮扶干部，该村村干部和村里的
好媳妇、好婆婆等人，他们将全村 80
岁上的老人做了统计。该村共有 80岁
以上老人 60人，他们责任到人，定期
不定期给老人们洗脚洗头、做饭洗衣
服，每周安排全体老人吃一顿团圆
饭。同时，他们还联系市里的医院、
理发店义务给老人检查身体、理发，

请剧团为老人义务演出等。11月 13日
至 17 日，他们还请来了商丘市豫剧
院、商丘市豫剧三团给老人们表演了
精彩的文艺节目。

他们的努力换来了该村老人的幸
福生活，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
持。在文艺演出时，商丘市中医院派
来专家为老人们上门义诊，华夏保险
公司捐送了 60袋价值 1200元的大米，
黑松林蛋糕生产厂家捐送了价值 2000
元的蛋糕等。

老人们的子女对孝善义工队充满
感激之情。他们自发捐款，支持孝善
义工队的工作。村里第一个捐款的村
民是刘德生，其捐款数额是 2000 元，
在他的带领下，其他村民纷纷解囊，
截至目前，捐款达5.1万元。对于这些
捐款，他们成立了孝善基金会，并有

专人管理这项资金，为让老人温暖过
冬，几天前他们拿出资金 4000元，为
老人们购买了60套羽绒被。

采访中，记者见到了孝老敬亲义
工队成员、该村第一书记黄伟，说起
村里的孝老敬亲活动，他说：“我们的
孝善活动一是幸福了老年人的晚年生
活，二是让他们的子孙能安心在外务
工。这样一来无形中使乡风更加文
明，乡村更加和谐。”

初冬时节，乐声阵阵，彩旗招
展。老人们坐在阳光下一边悠闲地晒
太阳，一边欣赏着精彩的文艺节目。
节目结束后，乡村干部给他们端上了
热气腾腾的水饺，并为他们发放了羽
绒被、大米和蛋糕。这是前一段时间
睢阳区临河店乡刘玉池村举办孝善文
化活动的现场情景。

他们自发组织，有40人，主要服务对象是儿女在外务工的80岁以上的老人

刘玉池村活跃着一支孝老敬亲义工队
本报记者 丁新举

本报讯（梁 磊）今年年初以
来，民权县交通运输局把党风廉政
建设工作与交通运输业务工作一起
部署、一起落实、一起考核，切实
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该局以党章为根本遵
循，在加强政治建设、凸显政治属
性、强化政治引领、压实政治责任等
方面下功夫，确保本系统各级党组
织和党员干部始终在政治立场、政
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始终绷紧从严从紧这根弦，强
化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
该局坚持把严的标准、严的措施贯
穿于管党治党全过程和各方面。年

初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将党
风廉政责任层层分解，一级抓一
级、层层抓落实。

强化监督制约，规范权力运
行。该局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坚
持集体议事规则，严格落实“三重
一大”制度，进一步完善监督机
制，切实提高班子的领导水平和管
理水平。开展内部专项督查检查，
定期不定期开展明察暗访，以有效
监督促制度落实。

抓实干部教育管理，提升廉洁
从政意识。该局深入开展“讲政
治、勇担当、马上就办、一抓到
底”作风建设提升年活动，进一步
改进工作作风，严肃工作纪律，提
高工作效率，改善服务质量。

民权县交通运输局

多举措强化党风廉政建设

2019年 11月 6日上午，在桑堌乡教
育系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活动集中学习后，40名党员一起前往位
于桑堌乡徐集村东的刘佑全博士墓地，
敬献鲜花，追忆刘佑全博士的感人事迹。

刘佑全 1952 年出生于桑堌乡最北
部的徐集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任夏
邑县科技副县长期间，积劳成疾，于
2000年6月不幸去世，年仅48岁。

手举党旗的老党员许圣龙教师，在
墓碑前流着泪激动地说，刘博士曾是他
的初中老师，无论是作为老师，还是作
为副县长，他都永远不会忘记刘佑全爱
生如子、生活俭朴、为人谦虚、忘我工
作的高尚品质，不会忘却他循循善诱于
三尺讲台上的伟岸英姿。

一中党支部书记刘金中回忆起
1994 年刘佑全在桑堌乡创办胡萝卜素

厂时的情景，说他经常去初中借化学试
验器材，出入校园总是推着一辆自行
车，见谁都是先打招呼，没一点官架子。

杨半楼小学杨瑞金老师是刘佑全的
亲戚，他说：“刘佑全孝顺，老家有
事，他总抽时间参加。但他从不谋私
利，直至他去世，他母亲一直住在土房
子里。他去世后，政府才给他老母亲盖
了三间瓦房。”

在刘佑全墓碑前，大家回忆着他生
前的一言一行，你一言我一语地诉说着
他的感人事迹，刘佑全同志仿佛就在我
们眼前！

对刘佑全同志的感人事迹，我也比
较熟悉。2000 年 6 月刘佑全同志去世
时，我正在何营乡中心学校工作，当时
的《夏邑周讯》杂志上，连续发表了多
篇介绍学习刘佑全事迹的文章。每次读

到那些文章时，我都无比激动，多次流
下了感动的泪水。当年，我被县委宣传
部等五家单位联合评为县第二届优秀青
年。而这，正是刘佑全光辉形象和崇高
精神感召的结果。2006 年，我走上了
基层教育领导岗位，始终把刘佑全同志
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

学习刘佑全精神，就要学习他不忘
初心、爱党爱国的高尚情操。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我们
每一个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多年
来，我们以铸师魂、守师道、立师表为
主题，每年都通过举办师德师风演讲比
赛、师德报告会等多种形式，大力加强
教师的师德师风建设，让全体教师牢记
使命、为人师表、教书育人。全乡涌现
出了特岗教师、市级师德师风楷模李健
健，优秀乡村教师代表尹艳丽，县“十

佳”班主任赵绪刚等一大批先进人物。
学习刘佑全精神，就要学习他亲民

爱民、无私奉献的高贵品质 。当前，
正在进行的主题教育，要求我们干事创
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作为一名
教育工作者，结合教育系统开展的“三
学三比”活动，全县上下开展的脱贫攻
坚工作，我一定不辜负人民群众对教育
工作的新期待，做好“控辍保学”工
作，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对照先
进典型和身边的榜样，查找自己在思想
觉悟、能力素质、道德修养、作风形象
方面还存在哪些差距和不足。像刘佑全
同志那样，心系人民，埋头工作，争当
知识分子楷模，全身心投入全乡教育事
业，做出辉煌成就，以告慰刘佑全同志
的英灵。
（作者单位：夏邑县桑堌乡中心学校）

学习刘佑全精神 争做知识分子楷模
□ 贾光伟

11月28日，睢阳区古宋街道办事处方圆社区的
居民在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看书学习，在社区

体育健身室锻炼身体 （如左图），这里的居民在家门
口就可享用免费的社区文化服务。该办事处综合文化

站站长陈玉江说：“我们完善建设了办事处综合文化
站，并实现了7个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的全覆盖。”

记者在方圆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看到，这里不仅有图书阅览室、
体育健身室，还有多功能活动室、红色网络家园、四点半课堂、老年人看
护室等。该办事处正在以“小社区”体现“大党建”，以“小网格”实施大
服务，打通了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聚力打造以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为圆心的城市“10分钟文化服务
圈”。 本报记者 白 鹏 摄影报道

▲ 11月27日，宁陵县纪委监委暗访组向城郊乡
陈克常村低保户陈素行夫妇了解低保报销情况。该县
紧盯低保医保、涉农补贴等，深入村组、医保定点单
位，询问摸排低保发放、群众个人医疗保险补助资金
到位情况，确保民生工程得民心。吕忠箱 摄

▶ 11月 28日，夏邑县会亭镇张楼村村民在紧张
有序地加工打火机。该村党支部书记王伟联合支委委
员司留金开办的宏达火机公司，先后安置贫困人员150
多人就业，实施了“三包一保”保姆式精准扶贫模式，保
证每人月收入不低于2000元。 本报记者 韩 丰 摄

本报讯（赵德胜）近日，由商
丘市工商联组织的商丘市非公经济
青年企业家理想信念教育培训班在
南阳市“南水北调”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举办。全市非公经济青年企业家
代表近30人参加了本次培训活动。

据悉，本次教育培训活动是为
了落实河南省工商联关于大力培养
青年企业家的工作要求，进一步提
高全市青年企业家的政治素质和管
理水平，促进非公经济健康发展。
开展学习弘扬“南水北调”精神，
有助于强化民营企业家的爱国意
识，增强企业家的责任意识和自豪
感，提振企业家攻坚克难、迎难而
上的信心。

培训班上，南阳市委党校叶德

跃教授作了《学习弘扬南水北调精
神 建功立业新时代》 的辅导报
告，详细介绍了“南水北调”的历
史背景和丰富的精神内涵。在“南
水北调”中线渠首教学现场，学员
们领略了“南水北调”工程的波澜
壮阔，再次感受到淅川库区及沿线
移民在工程建设中“为国家舍小
家”的爱国情怀，库区人民所体现
出的大局意识和爱国情操让现场每
一个人在震撼感动的同时深受启
迪。大家纷纷表示，要活学活用

“南水北调”精神，继承发扬“工
匠精神”，牢固树立发展理念，以
创新助推企业成长，守初心勇担社
会责任，用实际行动做爱国敬业的

“继承者”，做新时代的“出彩人”。

我市举办非公经济青年企业家
理想信念教育培训班

睢阳区古宋街道办事处

精心打造
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11月28日，民权县城乡规划编制研究中心技术人员对黄河故道有机
农业示范区项目前期规划进行实地航拍及现场测量，全面服务市县重点
项目建设，加快推进项目规划建设落地落实。 朱光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