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定于 2020年 4月 28日 10时至
2020年4月29日10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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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791783394.htm?spm=
a213w.7398554.paiList.25.c6fa36625B1sTY，户名：永城市
人民法院），公开拍卖永城市东城区二号苑一号楼西侧 2
层商业房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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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3月26日

永城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定于 2020年 4月 27日 10时至
2020年4月28日10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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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453674416.htm?spm=
a213w.7398554.paiList.22.88c43662emHG82，户名：永城
市人民法院），公开拍卖永城市东城区芒砀路与团结路交
叉口西南角状元府邸 10#楼 7套房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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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法官
联系电话：13937040463

永城市人民法院
2020年3月26日

永城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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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睢县新闻

本版新闻统筹 黄业波

一线传真

花开的时候，中原水城等你来
本报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甄林

“夕阳湖光一线天，碧波垂柳互缠
绵。鱼戏蝶舞春常在，凤湖瑶池醉岸
边。”春天的中原水城——睢县，一片生
机盎然，处处是绿的海洋、花的世界、鸟
的天堂。

睢县北湖景区内的北湖公园、恒山湖
湿地公园、襄园、鸟岛等，已是水清木
秀，百花齐放，百鸟争鸣；恢复性建设的
铁佛寺湖、濯锦湖、凤鸣岛等生态保育
区，现已打造成型，近期将全面开放；城
内的袁家山、明清街、东关清真寺、汤斌
祠等名胜古迹，彰显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
蕴……在这里，我们看花开花落、云卷云
舒，闲庭信步，领略花红柳绿、草长莺
飞、鱼翔浅底的生态风光。

走出县城，从县西北边陲的西陵寺镇
的榆厢林场生态公园，沿惠济河畔，经尚
屯镇、河集乡、白庙乡的近百里生态画
廊，一路而来，美不胜收。河岸两边的各
种绿化树郁郁葱葱，一片片油菜花香气扑
鼻。河水淙淙，撒网垂钓，天地之间，勾
勒出一幅赏心悦目的图画。

在城郊乡云腾科技、河堤乡大樱桃园、
胡堂乡草莓园等生态农庄，游客可赏美景、
品美食、看节目，充分享受田园风光。

城郊乡“梦里水乡”保庙村、白庙乡
“文化艺术”土楼村、尚屯镇“惠济大观
园”、周堂镇乔寨龙山文化遗址、平岗镇
无忧寺公园等一乡一品美丽乡村，也都成
为城市人向往的世外桃源。

风景优美的睢县北湖公园一角。本报记者 黄业波 摄

每年春季，大批天鹅都会在睢县北湖驻足栖息。
本报记者 黄业波 摄

睢县惠济河百里画廊。
本报记者 黄业波 摄

北湖鸟岛上群鸟聚集。
本报记者 黄业波 摄

本报讯（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张鹏）“消费扶贫就是好，这订单信
息让你一发，没想到俺这几圈猪一
下子销空了，真是太感谢了……”3
月 24日，睢县蓼堤镇黎庄出售生猪
200头、价值88.4万元的养殖户姬红
伟给县农业农村局干部张建峰打电
话表示道谢。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为切实
解决贫困群众产品滞销等问题，睢
县县委统战部微信公众号先后发出
三次倡议书：1月 26日《中共睢县
县委统战部、睢县工商联 （总商
会）关于众志成城坚决打赢新冠肺
炎防控阻击战倡议书》、2 月 7 日
《关于向社会各界人士征求疫情防控
物资爱心捐赠的倡议书》以及 2月 25
日《关于开展“心连心、手拉手”战

“疫”助农消费的倡议书》，睢县工商
联所属商会、异地商会、非公经济人

士等社会各界力量持续奉献爱心，截
至目前，已汇聚社会各界力量捐款捐
物价值达253.58万元。

在助力脱贫攻坚工作中，睢县开
展百企帮百村、百凤还巢“双百”工
程，主要采取“四帮四带”，即多企帮
一村、一企帮一村、一企帮多村、商会
帮扶若干村，开展消费扶贫行动。目
前，全县“双百”工程参与企业 345
家，其中参与“百企帮百村”企业 239
家，参与“百凤还巢”企业 106家，与
118个贫困村结对，实施帮扶项目332
个，受益群众 3万多户，投入资金达
3716万元。河南龙源纸业与白庙乡
土楼村结对帮扶，从洛阳请来画师现
场指导培训，目前全村已形成具有特
色的村级文化扶贫产业，解决了留守
人员就业，特别是贫困家庭人员就
业，打造农村画乡，有效带动贫困户
就业脱贫。睢县万骏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广植种植有限公司分别与
白楼乡金西、金东、土楼 3个贫困村
结成帮扶对子，每亩每年 1000 元承
租贫困户土地 1000 多亩，种植火龙
果、树莓等特色经济产业，贫困户一
面收取地租，一面打零工挣钱，每户
年平均收入达1.45万元。

今年 2 月份，为全面打赢新冠
肺炎阻击战和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战，睢县又成立以统战部门牵头，
发改、农业农村、产业项目、工商
联等部门为成员的全县消费扶贫帮
扶工作组，动员社会力量以消费扶
贫创新社会扶贫，采取“以购代
捐、以买代帮”等方式采购产品和
推介宣传服务，以实际行动帮助贫
困村、贫困户解决农产品滞销等难
题。据统计，全县已经帮助贫困户
销售肉鸭产品 1500吨、肉鸡 16.6万
只、肉鸭3.2万只、猪200多头……

睢县以“买卖”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讯 （记者 黄业波 通
讯员 甄林）春潮涌动，万物生
辉。3月24日，在睢县河堤乡李
环溪村头，43 座羊肚菌大棚整
齐排列，数十名村民带着口罩把
采摘的羊肚菌分拣、装箱、码放
在即将外运的卡车上。

“我在李环溪村流转土地 55
亩，建设43个大棚，今年1月份
试种了羊肚菌和姬松茸。”该县
白庙乡返乡创业人士聂云勇介绍
说，去年秋天他在河堤乡党委、
政府的帮助下，发展菌菇生产，
如今已到采摘季节，预计亩均收
入 2.5 万元左右，产品运往商
丘、郑州等地。目前该园区共吸
纳贫困劳动力20人。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和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
近日我县又吹响了决战决胜脱贫
攻坚‘百日会战’的冲锋号，这对
河堤乡来说，既是决胜期，也是攻
坚期。”该乡党委书记曹书昌说，
随着疫情逐渐缓解，河堤乡的一
个个扶贫产业基地、工厂车间等
陆续复工复产。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河堤
乡聚焦脱贫目标，尽锐出战，全
乡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贫
困人口从 2013 年底的 5015 人减
少到 2019年底的 133人，8个贫
困村全部出列……

今年，为了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该乡采取“挂牌督战”“一对一”“多对一”帮扶模式
和“对单销号，逐户拔钉”的方式，按照产业发展、教育保
障、医疗保障、住房保障、安全饮水等内容清单，走村入
户、摸排调研、问需解困，精准聚焦贫困户“两不愁三保
障”问题，全面排查脱贫不稳定人口和边缘易致贫人口，
并进行精准施策，杜绝返贫现象的发生。对于未脱贫的
贫困人口，通过全面落实低保、医保、养老保险、特困人员
救助供养、临时救助等政策，实现应保尽保。同时，紧盯
重点工作和短板弱项开展挂牌督战，强力推动突出问题
彻底解决、脱贫任务全部完成。

该乡优先组织贫困劳动力返岗就业和外出务工，确
保春季农牧业生产顺利进行。截至目前，全乡返乡创业
园、扶贫车间全部复产复工，发展辣椒种植 1200余亩，
芦笋种植 500余亩，蛋鸭、鸡等养殖户 200余户，就地
提供就业岗位1000余个。

“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曹
书昌说，对发现的问题，按照清单，该乡已整合乡班子
成员、包村干部、村干部、驻村队员等更多力量在

“户”上聚集，精准攻坚，构建出全员责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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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忠云是睢县白庙乡土楼村的
建档立卡贫困户，几年来一直与孙
子蒋龙飞相依为命。小龙飞今年上
小学二年级，平时品学兼优。疫情
期间，为了保护学生的身体健康，
睢县各级各类学校全面启动了线上
教育教学工作。但受家庭条件的制
约，老人家无法为孙子准备上网课
所必须的智能手机。

李晓勇是团省委少年部部长，
同时也是睢县白庙乡土楼村的第一
团支书。在了解小龙飞的情况后，他
主动与其建立了帮扶对子，及时将一
部崭新的智能手机送到了小龙飞的
手中，并为其办理了免费流量包，帮

助他在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拿
到手机后，小龙飞开心地笑了。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睢县
共青团始终聚焦抗“疫”和战“贫”两
手抓两促进。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的同时，高度重视建档立卡贫困生网
课学习诉求，针对部分贫困生因无宽
带、无智能手机等而无法正常上网课
的问题，主动对接扶贫、教育部门了
解全县贫困生网课学习情况，掌握未
上网课贫困生的第一手资料，研究制
定了三项举措有效解决了贫困生“停
课不停学”问题。首先，他们采取向
上申请项目和社会募捐相结合的方
式，共募集到智能手机、平板电脑 81

部，同时赠送学习流量卡；其次，他们
联合移动公司为 82户因网络问题不
能正常上网课的建档立卡家庭免费
安装宽带和高清电视机顶盒；再次，
他们组织青年突击队中睢县籍在校
大学生志愿者建起空中课堂，采取网
络视频的形式，义务为贫困生进行线
上课外辅导，有效解决了贫困生的课
业辅导问题。

睢县团委坚持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的工作主线，通过助力教育扶
贫的有效举措，进而引领广大青少
年更好地听党话、跟党走，在疫情
防控一线和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展
现共青团担当作为。

小龙飞开心地笑了
——睢县共青团助力贫困学子“停课不停学”

□郑和樟

本报讯（记者 黄业波） 3月 24日，据河南省投资项目在
线审批监管平台披露，商丘睢县体育中心建设项目获批复，计
划开工时间为2020年7月1日。

该项目估算总投资 3亿元。项目用地面积 468亩，其中：
体育场、室外体育活动广场、体育馆、游泳馆、全民健身馆占
地300亩，运动员公寓占地58亩，体育公园用地110亩。总建
筑面积 3.2万平方米，其中体育场建筑面积 1.44万平方米，健
身馆建筑面积 3800平方米，游泳馆建筑面积 6900平方米，综
合训练馆建筑面积 4900平方米，运动员公寓建筑面积 2000平
方米，总投资3亿元，本项目建设期限36个月。

睢县体育中心建设项目获批复

地处豫东平原的睢县，历史上以睢水而得名睢州（今睢
县）。睢州傍依睢水南岸，位于夏、商、周古文化兴起腹地，
历史悠久，积淀厚重。

睢水，又名濉河，中国古代著名河流，《水经注》有载。睢水
故道始自今河南省开封陈留浪荡渠。东流经杞县北、睢县北，宁
陵县南、睢阳区北，虞城县南、夏邑县、永城北，安徽省濉溪县南、
宿州、灵璧县、江苏省睢宁县北，至宿迁南最后流入淮河。

东周战国末年，魏惠王十年（公元前 360年）兴修鸿沟，
串联睢水。隋朝开通济渠，以开封陈留到商丘虞城县谷熟镇段
的睢水河道为通济渠的西段。金元以后黄河南灌，故道日湮。
至清代河南境内已悉成平陆，下游自灵璧以下渐次南移；乾隆
中自今濉溪县以下疏为三股，自灵璧浍塘沟以下导向东南至今
江苏省泗洪县境由老汴河入洪泽湖，遂成今日濉河河道。

1622年、1629年，黄河决溢，睢水故道遂湮。
古睢水流域是先商文化的发源地，是因为商丘是商族的发

源地。古时睢水流域气候炎热湿润，盛产竹、漆树，特别是桑
蚕，丝绸闻名天下，锦绣襄邑即源于此，可谓是物华天宝。另
外，在《浍水述异志》中记载有：“睢涣二水波纹皆成五色，
其人多文章。”确实在睢水出了很多的文化巨人，如庄子、墨
子等，他们都是在睢水沿岸这块富饶土壤中成长起来的。

古睢水流域还是我国南方水族的发源地。而水族是我国古
老而神秘的民族，水族的水书是一种古老而独特的文字，被誉
为象形文字的活化石。现在主要分布在云南贵州一带。在《贵
州抢救濒临失传的象形文字“水书”》记载：“水族发祥于中
原睢水流域，位于河南省东部，属于夏商文化圈。由于族人自
称‘睢’（音水）而得名。”在《中国水族文化研究》一书中
说：“诸多积淀的中原文化因子表明，水族古文化的发源地在
睢水流域及豖韦一带，是睢水的乳汁哺育了水族人民。”水族
民间还流传着一首古老的迁徙歌谣，其中有一句“喝睢水，成
睢人”，可见其与睢水渊源之深。

睢水沧桑话今昔
本报记者 黄业波

睢睢县县
历史文化行

本报讯（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袁春霞）为确保农业生产不
误农时，近期，睢县联社多措并举，全面保障辖区内各类涉农经
营主体金融服务需求。截至目前，已累计发放专项贷款6989万
元，支持400余户农户、涉农经营主体等做好春耕备耕工作。

睢县联社在全县 20个乡镇组织开展“战疫情、促春耕”
专项营销活动，出台支农惠农政策，开通惠农贷款绿色通道，全
力满足农资生产信贷资金需求。同时准确掌握当地春耕备耕生
产、农资市场资金需求情况，制定“一揽子”配套信贷服务，及时
解决农户和农业生产主体的资金困难，保证春耕生产“不差
钱”。通过“四个紧盯”，持续加大春耕备耕信贷支持力度，并通
过线上通道发放春耕备耕贷款298户、金额5230万元。

睢县联社

助力春耕“不差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