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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在行动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 2019年 12月 30日
10时至 2019年 12月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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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拍卖豫N61616梅赛德斯-奔驰牌小型汽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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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03708012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19年12月12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从‘不敢用’到‘真好用’，好的
厕所方便又省钱。”近日，国务院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检查组在睢县检查时，
对睢县的改水改厕等人居环境建设给予
充分肯定。

过去的厕所是“两块砖，一个坑，蛆
蝇滋生臭烘烘”，下雨天厕所里根本下不
去脚，在后台乡前常村，现年 84岁的老
人常纪瑞说：“现在上完厕所一冲水，既
方便又干净。”

站在前常村村口的高地上眺望：一条
条宽阔平坦的水泥路四通八达，一排排别
具一格的农家院错落有致，大街小巷、农
家庭院，处处呈现出“厕所标准化、村庄
花园化、庭院果林化”的生态美景。

如今在睢县，前常村只是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的一个缩影。目前，全县 545个行
政村建成公厕 145座，完成 9.2万户卫生
厕所改造任务，其中无害化卫生厕所 2.29
万户。并实施村容村貌美化、亮化工程及

“清河行动”，今年以来共清理河道 39
条，清理各类垃圾 3.5万余方、拆除残垣
断壁 5000余处、美化墙体 5.2万平方米、
栽植树木100余万株。

近年来，睢县坚持把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突破口，
突出抓好“三清一改”，补短板、建机
制、抓监管，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群
众宜居生活品质不断提升。2018年荣获全
省“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达标县”，2019年
全市农村人居环境前三次观摩分别获得第
五名、第四名、第二名的好成绩。

超前谋划，汇聚合力。该县通过学习
推广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
验，出台《睢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

动实施方案》，全面开展以农村垃圾、污
水治理、厕所革命和村容村貌提升为重点
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把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作为“一把手工程”重点推进，明确提
出县乡村“三级书记”要深入一线、亲自
部署、亲自督导，切实解决了部门之间协
调难度大、推进机制运行不畅等问题；把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脱贫攻坚、美丽乡村
建设、国土绿化行动、“四水同治”、畜禽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山水湖田林草治理、
村容户貌提升等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形成
了“各炒一盘菜，共办一桌席”，集聚力
量干大事的工作氛围。

突出重点，集中整治。该县针对2019
年年初省政府召开的“2018年十二件民生
实事落实情况新闻发布会”指示精神和部
署的重点民生实事目标任务，建起了“扫
干净、转运走、处理好、保持住”农村生
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90%以上的村庄生
活垃圾得到有效治理，并完成了首创垃圾
发电厂并网发电工程。

按照试点先行、示范带动原则，该县
专门印发了《关于在全县开展传统节日人
居环境集中整治活动的通知》，在春节、
清明节、端午节等传统节日对 20个乡镇
所有行政村，尤其对城乡接合部、背街小
巷等区域内的生活垃圾、秸秆杂物、堆料
积土等进行全面整治，做到村村环境整
洁、户户庭院干净。同时坚持把镇区建设
作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突破口、展示
台，着力补齐短板，打造亮点，开展“三
场一街一厕”建设，实施了环境卫生、占
道经营、破损设施、杂乱广告、架空管
线、商店牌匾、交通秩序等“七项”整治
重点，集镇区形象明显提升。目前，睢县

农村实现了生活污水治理工程的规范化建
设、制度化管理、正常化运营，现乔寨村
污水处理设施已建成。

完善机制，强化落实。狠抓清扫环
节。全县组建环卫队伍 545个，全年投入
1401万元，配备保洁人员 2066名，保洁
人员每天定时打扫村内卫生，捡拾白色垃
圾，清理乱贴乱画，清除乱堆乱放，做到

“扫干净”。狠抓转运环节。村保洁人员将
收集的垃圾转运到村垃圾收集池，由专人
每天定时到各村进行清运，并按规定运到
县垃圾处理场，实现垃圾日产日清日运。
狠抓处理环节。全县所有运输到县垃圾处
理场的垃圾 100%进行无害化处理。狠抓
保持环节。建立健全了环境卫生管理制
度、村级保洁人员管理制度以及农村垃圾
收集、清运、处理等工作机制，实现了保

洁工作常态化。同时加大督导考核力度，
实行“周督导、月观摩、年考评”的农村
人居环境改善工作推进机制，严格落实奖
惩；县两办督查室、农业农村局等单位还
组成专项督导组，对全县 20个乡镇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进行明察暗访和不定期督
导，发现问题及时反馈，督促落实整改。
今年以来，全县先后组织 4次人居环境整
治观摩评比活动，每次落实奖补资金 50
万元。

该县还坚持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相
结合的路子，本着基础扎实、产业突出、
特色鲜明、班子较强的原则，在全县选出
30个村作为美丽乡村示范村，坚持高起点
规划、高标准建设、高质量推进，形成了

“串点连线成圈辐射面”的格局，探索出
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

睢县：扮靓人居环境 提升乡村颜值
本报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甄林

昔日偏僻落后的白庙乡土楼村，如今环境得到彻底改善，并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
书画村。每逢周末，村文化广场上的字画交易市场渐成气候。本报记者 黄业波 摄

12月9日，记者来到孙聚寨乡西李村采访。一进村就
看到几名保洁员，身穿保洁服，手拿扫把，清扫道路上的
垃圾。“这是个好工作，不光有稳定的收入，还能照顾家
里。这都要感谢俺村李队长。”和记者说话的保洁员叫李
传芝，是村里保洁公益岗的小组长，保洁员都是村里的贫
困户，他们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守护村庄的美丽。

李传芝口中的“李队长”名叫李照增，是孙聚寨乡派
出所副所长，2017年 1月被组织选派到西李村任驻村工作
队长。据悉，西李村曾是一个家族势力干扰严重的落后村，
村里没有村干部，打架斗殴事件时有发生，老百姓的生活安
全没有保障。为此，组织特意选派李照增来西李村开展帮
扶工作。西李村没有村室，李照增几经周转在邻村的小学
找到3间闲置的教室作为办公场所。

服务群众，“走心”是关键。李照增刚到村里时，为了尽
快了解村内人员家庭情况，逐一入户，用双脚丈量民情，用
真心为民服务，用行动温暖民心。

李照增回忆，他第一次走进村民李奎廷的家里，被眼
前的情景震惊了：院内到处是垃圾，两间破陋不堪的土坯
房，窗户透着风。进入屋内，全家人的衣服搭在两条绳子
上，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通过和其妻子杨云芝交谈才知
道，他们两人曾有一个养女，后来远嫁。李奎廷靠卖自己
绑的扫帚苗和高粱杆扫帚维持生计。2017年 11月，李奎
廷通过危房改造政策盖起了新房，购置了家具。李照增一
有时间就会到他们家询问生活情况。“他三天两头来看我
们，跟亲儿子差不多。”每次看到李照增走近，杨云芝都
热情地迎上前来。

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今年 4月，李照增经
选举成为村党支部书记。李照增会在农忙时帮助群众收割
庄稼，为贫困家庭送去鸡蛋、牛奶等生活用品。他还积极与
该村乡贤联系，建立微信群，筹集捐款资金 14万元。村内
新铺道路400米，安装路灯60盏，购置2辆电动垃圾车、1辆
吸粪车，栽植绿化树 1000余棵。“群众工作无小事，真心为
民服务，自然会得到群众的支持。”李照增说。

“接下来，我们将建造新的村室，一是为了方便群众办
事，二是为村内干部办公创造好的条件。还将建设群众文
化广场，购置健身器材，丰富老百姓的生活。”站在村室规划
地前，面对今后的工作，李照增信心满满。

李照增

真心实意为民服务
本报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陆 曦

本报讯（汤 雷） 12月 9日，寒风瑟瑟，白楼乡白
楼村室内却暖意浓浓，气氛异常热烈。该村 22名农村
党员聚集在一起，正在为改变该村的生产生活条件积极
捐款。

“村党支部书记白伟峰捐款 500元；在山西务工的
党员白孝华微信转账 3000元；预备党员王敬峰捐 3000
元……”该村村委会主任白孝芝不停地念道，并一一
做好记录。当天上午，该村累计捐款 8612元。

近期，白楼村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工作中，以“入党初心是什么、党员使命担什
么、对照先进差什么、立足本职做什么”为内容进行
大讨论，并按照党员干部带着群众干、做给群众看、
一心为民干实事的工作思路，把主题教育学活、做
实。为解决村机井损坏严重群众浇地难、垃圾箱短缺
群众不方便、保洁员人力不足等突出问题，该村党员
在学习过程中临时起意，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
题开展捐款活动。

该村党支部书记白伟峰表示，今后要以主题教育为
主线，走村民看党员、党员看干部、干部看担当的路
子，充分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形成党员示范干、
村干部带头干、村民跟着干的良好局面，实现党建引
领、富民强村的目的。

白楼乡白楼村

群众有难处 党员来服务

本报讯（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杜传忠）“比一比，看一看，
谁织的毛衣最好看。”12月 11日上午，沐浴着冬日暖阳，在城
关镇东关南村院内，几十位妇女带着亲手编织的儿童毛衣，在
一起比着、笑着、讨论着。这可不是织毛衣大赛，这是省妇联
组织的爱心援疆产品展示。

东关南村是艾滋病重点帮扶村。近年来，在省妇联帮扶
下，村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街区道路得到整修，栽
植了绿化树木，安装了路灯，疏通了下水道。每当夜幕降
临，文化广场上、路灯下，百姓哼几曲喜欢的豫剧，跳起欢
快的广场舞……

村民们饮水思源，积极回馈社会，在省妇联驻东关南村第
一书记张梦薇的组织倡导下，村里的妇女群众参与中国儿童
基金会的“恒爱行动”，为新疆贫困儿童织毛衣、献爱心。

城关镇东关南村参与“恒爱行动”

为贫困儿童织毛衣献爱心

本报讯（甄 林） 12月 6日，睢县人民医院经过商丘市
护理组、感控组、药学组、门诊医技组、管理组等6个小组
评审专家的评审，顺利通过二级甲等医院复核评审。评审组
对该院在标准化建设、内涵文化建设、优势学科建设等各项
工作中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此次顺利通过二级甲等综
合医院评审，标志着睢县人民医院在河南省县域医疗中心建
设工作方面又上升了一个新的高度。

县人民医院

通过二级甲等医院评审

本报讯（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陆 曦）12月6日，睢县
召开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全国试点工作动员大会，县
委书记、县志愿服务总队队长吴海燕向理论政策宣讲、文
化文艺服务、助学支教、医疗健身、科学普及、法律服务、卫
生环保、扶贫帮困等八类常备队伍授旗。这标志着全县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全国试点工作迈入新阶段。

据了解，睢县按照“五统一”标准搭建各类服务平
台 2000 多处；设立“六传进少年宫”“戏曲进校园”

“法律服务进万家”“优秀文化代代传”“文艺轻骑兵”

“科技大蓬车”等贴近群众需求的志愿服务项目，发布
志愿服务项目 40 多个；组建县乡村三级志愿服务队
伍，形成了新时代文明实践合力。目前，睢县共有 20
个文明实践所和 118个实践站。组建了理论政策宣讲、
文化文艺服务、助学支教、医疗健身、科学普及、法律
服务、卫生环保、扶贫帮困等八类常备队伍，网上实名
注册的志愿者有 10万多人，开展各项大小志愿服务活
动 3000余次，参与活动志愿者 10万余人，惠及群众近
50万人，志愿服务在睢县已蔚然成风。

睢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稳步推进

本报讯（李太军）近日，睢县第三污水处理厂被河南省
生态环境厅命名为第四批“河南省环境教育基地”，这是睢
县在生态环境建设工作中获省级嘉奖的又一殊荣。

睢县第三污水处理厂是 2017年河南省按照概念厂“水
质永续、能源回收、资源循环、环境友好”四个追求出发建
设的污水处理厂，也是睢县水环境整体改善项目ppp项目的
子项目之一，总投资约 1.78亿元，占地面积 150亩，集生
产、科研、科普、生态农业、科技观光、艺术欣赏等功能于
一体，其运营模式将实现污染物削减的基本功能，使其成为
城市的能源、水源和肥料厂。

该厂与当地教育机构联合开展了“小学生走进污水厂”
环保教育实践活动，让孩子们零距离见证污水变清水的过
程，以生动直观的科普方式帮助孩子们培养节水、用水的好
习惯，从小树立良好的环保意识。

县第三污水处理厂

获评河南省环境教育基地

12 月 12 日，技术人员
在智能化车间内检测 AGV
智能物流车运行情况。睢县
金 振 源 电 子 总 投 资 60 亿
元，是一家集研发、生产、
销售、服务为一体的专业数
控机床和表面处理为主导的
制造型企业。2018 年累计
生产了 6000 万部手机零配
件，实现产值42.8亿元。

本报记者 崔坤 摄

12月11日傍晚，中原水城睢县呈现壮观一幕：数十万只燕雀云集北湖东北侧的树林。据悉，每年冬季，都
会有大批候鸟在睢县驻足停留，近万亩水面和湿地、林带成为候鸟栖息的首选地。 何建国 摄

李照增（图中）到村养鸡场与养殖户探讨分析鸡蛋市
场行情。 本报记者 黄业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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