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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翟华伟）
清明节即将到来，商丘市革命
烈士陵园以“致敬·2020清明
祭英烈”为主题，以缅怀革命
先烈、弘扬英烈精神为重点，
开展网上祭扫，致敬英雄烈士。

市革命烈士陵园结合今年
祭扫工作的需要，对烈士墓碑
等纪念设施进行了清洁，对个

别碑体进行了加固；更新烈士
事迹宣传版面 14面，制挂宣传
条幅两条、告知牌两面，努力为
祭扫活动营造深厚氛围；组织全
体职工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媒
体，带头开展网上祭扫活动。

据了解，近日，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工作人员和烈士陵园
全体职工，按英烈祭奠程序向

烈士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向
烈士纪念公墓敬献花篮和花束，
向每座烈士单体墓敬献鲜花，
并行庄严的鞠躬礼。同时对每
个墓碑进行了录像、拍照，通
过网络渠道向社会展示，营造致
敬英烈、缅怀英烈的深厚氛围，
引导社会各界足不出户瞻仰烈
士陵园和线上祭扫。

市革命烈士陵园

开展清明网上祭扫活动

这几天，柘城县胡集乡孟楼村的
孟凡玲成了红人，来找她学习编织技
术的人络绎不绝。“小时候因为家里
穷，跟父亲学会了编织手艺补贴家
用，这么些年都不用了，没想到现在
成了致富的门路，我决定好好琢磨琢
磨这门手艺，争取让更多的人学会编
织，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3月 26
日，孟凡玲放下手中正在编织的小筐
子，将编好的成品从货架上拿出来展
示，各式各样的工艺品篮、筐个个精
致，可见用心之细。

2018年，孟凡玲听邻居说山东曹

县有人干编织筐、篮能挣钱，就找到
乡村干部想让“公家人”出面联系点
活干。乡政府主要领导非常重视，认
为这是居家留守妇女和贫困户增收致
富的好门路，派主抓工业的副书记积
极和山东曹县的客商对接，从山东调
运了一批编织用的原材料。为了让更
多的人学到这门手艺，胡集乡政府出
面为孟凡玲搭建平台，让她为在家的
留守妇女和贫困户培训编织技术。“刚
开始的时候只有四五个人参与，后来
大家领到了钱，尝到了甜头，村里的
妇女和一些贫困户纷纷加入，周边村

子也有人加入进来，现在有 40 多
人。”孟凡玲告诉笔者。

“我们平时在家照顾孩子上学，剩
余时间没事干，在家里白白把时间浪
费掉。自从乡里把我们组织起来搞技
术培训，凡玲姐手把手地教我们手工
编织，编好的成品又有稳定的销路，
像我编的这些筐子、篮子按式样和大
小，可以拿到手工费4元、6元、10元
不等，现在好多姐妹都掌握了编织要
领，一天能挣 20多块。”贫困户杜爱
荣满脸幸福地说。

“编织篮筐不光是妇女们的专

利，我老头子一天也能挣个一二十
块，我也能通过自己的双手致富了。”
贫困户孟凡留一边忙手里的活计，一边
自豪地说，“如果上点紧，一天能编四五
个这样的筐子，一个月下来，手工费能
挣六七百块钱。”

据该乡副书记白磊介绍，现在很
多妇女和贫困户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出
去打工，他们也想挣钱，也想致富，

“我希望通过我们组织的培训能带动更
多留守妇女和贫困户，加入我们的编
织团队，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编出
脱贫之路和美好未来”。

孟庄村民巧手编织好日子
□ 刘淑梅

全市广大市民朋友们：
清明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

是人们缅怀先烈、祭祀祖先的传统节
日，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此
时春和景明、万物复苏，也是郊游踏
青亲近自然的最佳时机。清明节时
期，天干物燥、风力强劲，上坟祭祖
点香烧烛、烧纸、燃放烟花爆竹等野
外用火行为极易引发森林火灾。为倡
导文明、安全、绿色、环保的祭祀新
风尚，有效预防森林火灾，保护绿水
青山，建设文明美丽绿色家园，我们
致信全市广大市民朋友：文明扫墓、
绿色祭祀、严防林火、保护森林，携

手度过一个安定、祥和的清明节。
一、倡导文明环保祭祀。在尊重

祭祖习俗的同时，更呼唤文明祭祀新
风尚。希望全市广大市民朋友移风易
俗、文明祭祀，采取家庭追思、网络
祭祀、鲜花祭祀、踏青遥祭、植树缅
怀等文明祭祀方式，寄托对逝去亲人
的思念。我市在各进入林区主要路口
均设立了临时检查站，对过往车辆、
人员逐一宣传、登记、查缴火种，请
广大市民朋友予以积极配合支持。

二、切勿触碰法律底线。在森林
高火险期内，严禁一切森林防火区野
外用火，包括抽烟、野炊、烧荒、电

猎、传统祭祀等行为都在禁止之列。
国务院 《森林防火条例》 第二十五条
规定“森林防火期内，禁止在森林防
火区野外用火”，第五十条规定“违反
本条例规定，森林防火期内未经批准
擅自在森林防火区内野外用火的，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给予警告，对个
人并处 20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罚款，
对单位并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
款”，第五十三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
定，造成森林火灾、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共同守护绿色家园。“十年难

育一棵树，星火能毁万亩林。”全市广
大市民朋友要牢记警示，千万不要使
祭奠祖先的孝行善举事与愿违，成为
破坏森林资源的罪人。我们要做森林
资源的保护者、绿色家园的守护者。
要牢固树立“进入林区、防火第一”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的理念，不在
山头、林地、墓地、街头烧纸焚香、
点燃蜡烛、燃放鞭炮，让森林远离火
魔，让大地永披绿装。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用实际行
动来守护我们美丽绿色家园。

商丘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4月1日

4月 2日，工程机械在我市“三环九放射”快速通道清凉寺大道南延段
施工。自复工以来，各施工单位抓住目前施工的黄金季节，在保证工程质
量的前提下开足马力大干第二季度，争取该路段早日通车。

本报记者 傅 青 摄

清明期间致全市人民一封公开信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乡村振兴在行动

本报讯（赵 辉） 连日来，梁
园区前进街道办事处不断强化隐患
排查力度，加强消防通道的管理和
维护，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保障辖
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畅通消防
通道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联合
辖区公安机关密切协作，制订工作
方案，建立 24 小时专人值班和领
导带班制度，切实筑牢安全生产

“红线”意识，坚守“底线”思维。
加强宣传氛围。在居民小区、

路口等场所采取张贴海报、发放宣
传单、悬挂条幅等多种形式开展

“畅通生命通道”宣传活动，累计
张贴通告 79 份、规划消防安全通

道 37 处、施画消防通道禁停线
1055米、发放宣传单4000余份。

加强隐患排查。按照网格化管
理模式，该办事处安监办工作人
员深入辖区对消防通道占用情
况、消防设施情况、违章建筑物
情况进行了全面排查，针对排查
出的隐患进行全方位整治，列成
隐患清单，做到底数清、情况
明，及时推进消防隐患整改。截
至目前，共开展消防安全检查 19
次，清理楼道乱堆乱放 13 处，清
除各种障碍物 11 处。下一步，该
办事处将加强消防安全监督检查
力度，及时发现和消除辖区内存
在的各类火灾隐患。

前进街道办事处

开展消防通道畅通专项整治

本报讯 （记者 邵群峰 通讯
员 孟 杰）日前，睢阳区宋城街道
办事处举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志愿
者颁奖仪式，82名参与疫情防控的
优秀志愿者受到表彰。

自疫情防控以来，该办事处辖
区居民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主动申
请加入疫情防控志愿服务队伍。面
对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志愿者们
不顾个人安危，主动放弃春节假期
与亲人团聚的机会，一同参与入户
走访排查、宣传疫情防控知识。面
对防护物资紧缺、工作强度越来越
高、执勤难度越来越大等困难，他
们与该办事处工作人员一同顶着凛

冽的寒风坚守岗位，在疫情防控服
务岗位不厌其烦地开展查证、测
温、劝说、释疑等工作，甘当隔离
群众的采购员、代办员、服务员。
他们的无私奉献，让辖区居民在这
个“乍暖还寒”的季节切身感受到
了党和政府的温暖。

“其实我们做的事情与办事处
工作人员比起来真的是小事，这也
是我们力所能及的。”获得表彰的
天祥社区恒信源小区志愿者郑明霞
高兴地说，“今后我将继续积极参
加各种志愿服务，当好一名光荣的
志愿者，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

宋城街道办事处

表彰82名社区抗疫志愿者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定

于 2020年 4月 18日 10时至 2020年 6月

16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阿里巴巴司法

拍卖网络平台上 （法院账户名：商丘

市睢阳区人民法院执行款专户，法院

主页网址：https://sf.taobao.com/0370/
08），公开变卖永城市西城区牌坊街商

贸城北段路西 2-112、113 号商业房，

建筑面积约为2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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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6205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2020年4月2日

商丘市睢阳区
人民法院
变卖公告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丘监管分局

换发金融许可证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丘监管分局批准，下列机构获准换发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夏邑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康复分社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
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住所：河南省夏邑县孔祖大道（原建设路）北
段路西

批准成立日期：2007年4月16日

邮政编码：476400
电话号码：0370—3032100
发证日期：2020年3月31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商

丘监管分局
机构编码：E0518U341140037
许可证流水号：00680731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丘监管分局

换发金融许可证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丘监管分局批准，下列机构获准换发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夏邑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天龙湖
分社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
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住所：河南省夏邑县县府路西段县委对面
批准成立日期：2007年4月16日

邮政编码：476400
电话号码：0370—3032100
发证日期：2020年03月31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商

丘监管分局
机构编码：E0518U341140041
许可证流水号：00680732

商丘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城市管理综合考评情况的通报

3月19日至3月25日，结合市数字城管监督指挥中心案件处置情况、市容市貌督查情况、环
境卫生督查情况，以及媒体曝光、领导批示落实情况等，对三区及办事处进行考核排名，现将结
果予以通报。

（一）三区政府（管委会）综合排名

考评对象

梁园区政府

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管委会

睢阳区政府

考核内容得分

市数字城管
监督指挥中
心（60分）

58.42

54.53

49.91

市容市貌
环卫督查
（35分）

28.58

30.18

28.37

媒体曝光、
领导批示
等（5分）

5.00

5.00

5.40

合计

92.00

89.71

83.68

排
名

1

2

3

（二）城区办事处综合排名

考评对象

梁园区白云办事处

睢阳区东方办事处

睢阳区文化办事处

考核内容得分

市数字城
管监督指
挥中心
（60分）

60.00

60.00

60.00

市容市貌
环卫督查
（35分）

33.21

33.48

32.69

媒体曝
光、领导
批示等
（5分）

5.40

5.00

5.40

合计

98.61

98.48

98.09

排
名

1

2

3

睢阳区古城办事处

梁园区解放办事处

睢阳区宋城办事处

睢阳区新城办事处

示范区中州办事处

梁园区前进办事处

睢阳区古宋办事处

梁园区平原办事处

梁园区东风办事处

梁园区长征办事处

梁园区八八办事处

示范区民欣办事处

示范区平台办事处

示范区平安办事处

梁园区建设办事处

60.00

60.00

60.00

58.09

60.00

57.68

58.76

60.00

57.68

57.51

54.00

53.32

54.24

52.90

53.82

32.86

32.34

32.16

32.95

30.85

33.13

31.90

30.50

32.78

31.29

32.51

32.60

31.55

32.43

31.2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97.86

97.34

97.16

96.04

95.85

95.81

95.66

95.50

95.46

93.80

91.51

90.92

90.79

90.33

90.02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www.cbrc.gov.cn）上查询。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www.cbrc.gov.cn）上查询。

4月 2日，民权县老颜集乡财政所组织工作人员深
入开展“清明——网上祭英烈”主题活动。 朱光伟 摄

▲ 4月 2日，在睢县特步鞋业产业园，技术人员在
进行鞋材耐用性测试。该县制鞋企业开足马力加快生
产，努力把疫情影响降到最低。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 4月1日，宁陵县刘楼乡油莱花生态农业观光旅
游园油菜花盛开，让游人如痴如醉。近年来，宁陵县大
力发展旅游观光农业，助力农民增收致富。 吕忠箱 摄

近日，梁园区前进街道办事处组织人员在老旧小区门口施画消防
通道标线。 胡小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