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睢县产业集聚区发展规划（2016-2030）调整方案及规划
环评主要结论

睢县产业集聚区发展规划调整方案规划范围分别处于产业集
聚区的北部和西南部。北部街区规划用地面积48.95公顷，西南街
区规划用地面积 90.89 公顷。睢县产业集聚区发展规划 （2016-
2030）调整方案与上位规划相协调，区位及产业优势明显，功能
定位明确，空间结构布局基本合理，合理规避生态红线，区域水
资源、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总体可承载集聚区发展，公众支持率
较高。集聚区选址区域环境容量支撑能力有限，规划实施中应实
行深度治理和超低排放，降低各类污染物排放对区域环境的影
响，提高环境资源的利用效率，确保不突破环境质量底线、资源
利用上限，在落实此次规划环评提出的有关行业发展规模控制、
空间布局调整、环境保护对策及有关优化调整建议的前提下，在
认真执行环境准入及负面清单严把入区关的基础上，从环境保护
角度看，睢县产业集聚区发展规划调整方案可行。

二、征求公众意见

本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规划区域内及周边可能受规划影
响的居民群众、企业、事业单位等，本次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网络公示链接为： https://pan.baidu.com/s/1nBk6b3urC⁃
ZbVpSO1eiJcYw；提取码: ngu9；纸质版存放在睢县产业集聚区
管理委员会，公众可于公示期内（本公示公布之日起 10个工作
日）进行查阅，公示期内公众可通过电子邮件、信函、传真、电
话等方式向集聚区管理委员会阐述个人的意见和建议，公众意见
表 网 络 链 接 ：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
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三、规划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规划单位名称：睢县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
联系人：范主任 联系电话：13592323499
联系地址：睢县产业集聚区
电子邮箱：cyjjq180@163.com

睢县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
2020年5月18日

睢县产业集聚区发展规划（2016—2030）调整方案
环境影响补充分析报告征求意见稿公示

（一）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0年5月26日9时，在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414室拍卖：1.梁园区站前路南综合楼
下南 2间门面四年租赁权，建筑面积约 107.18㎡；2.梁园
区梁园市场甲区一楼 003号商铺四年租赁权，建筑面积
约 77.82㎡。有意者，请于 2020年 5月 25日 17时前将保
证金2万元/处交至我公司账户，拍卖当天持有效身份证
件办理竞买手续；不成交，三日内全额无息退还。

（二）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0年 5月 26日 10时，在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414室拍卖商丘市凯旋路与株洲路
交叉口的房产三年租赁权，建筑面积约675㎡。有意者，
请于 2020年 5月 25日 17时前将保证金 5万元交至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指定账户；拍卖当天持身份证件到会议
室办理竞买手续；不成交，五个工作日内退还。

展示时间、地点：即日起标的物所在地
电话：15539056407

商丘市亿佳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8日

拍卖公告

中外合资商丘星林电子产业有限公司，根据

生产需要现招聘以下人员：

1.生产部主任 1名，男性，年龄 25—40岁，有

两年以上工作经验。

2.普通工人30名，初中以上学历，男女不限，

年龄18—45岁之间。

以上人员，一经录用，待遇从优，工资面议。

地址：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宋城东路1号
联系电话：0370—3168885 13837035756
联系人： 胡女士

商丘星林电子产业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5日

商丘星林电子产业有限公司

招聘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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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新闻统筹 袁国豪

本报讯（记者 袁国豪 通讯员 王 蕾）初夏时
节，百花吐艳。5 月 11 日下午，走进永城市茴村
镇，沿着麦浪翻滚的高芒路前行，在一面古朴的文
化墙前，记者停下了脚步，只见灰色墙砖堆砌的文
化墙上，“东街村”几个大字格外醒目。

茴村镇东街村位于镇区，人口约 1600人，耕地
有 1000多亩，昔日村民靠传统农业种植和外出务工
为生。用村民的话讲，东街村虽然紧靠高芒路和苗
太路，但早些年，村内基础设施薄弱，道路不通、
房屋老旧、坑塘遍布污水垃圾，生活环境差。

同行的该村党支部书记姬晓科告诉记者，按照
茴村镇党委、镇政府的安排部署，近年来，东街村
以“四大革命”为主要抓手，着力补齐村内发展
短板，党员干部纷纷撸起袖子加油干，干群一
心，高标准打造“户户通”工程；拆除村内残垣
断壁，实施村庄亮化工程，安装路灯130多盏；
建设村党群服务中心和村文化广场，丰富村
民文化、倡树文明新风。

一路行，步步皆景；一路看，满目皆
新。沿着阡陌交错的村道前行，只见村民家门
口修建的小游园、小花园、小菜园、小果园很是
规整；一条条道路延伸到了村民家门口，修建整齐
的人行步道和“四小园”上统一刷上了暖黄色的反
光漆，显得很温馨；经过整治的魏家河水质清澈，
沿河岸前行，新栽种的绿化树抽出绿色的枝芽，微
风拂过，引得鱼儿跃出水面，留下阵阵涟漪……昔
日破旧的东街村已不复存在，如今的东街村正破茧
化蝶、气象一新。

美丽乡村建设，人居环境尤为重要。为保持村
内干净整洁的环境，该村建立了长效保洁机制，村
内 8 名保洁员每天按时入户将垃圾分类回收。此

外，为持续保持村内卫生，村
“两委”不仅制定了切实可行的长
效管理机制和监督机制，该村党员

干部还经常走村入户对村民加强宣
传教育，逐步培养村民的卫生习惯，

增强村民的环境保护意识。
如果说乡村美了是“面子”，那么村民富了才是

“根基”。近年来，东街村围绕“乡村全面振兴，农
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在美丽乡村建设
中提档升级，调整产业结构，鼓励村民进行土地流
转，积极招商引资，助力村民增收。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上级安排部署，结合美丽乡
村建设要求，将整治好的魏家河和村内坑塘，打造环村
景观水系，建设休闲娱乐中心，将‘永城市文明村’这张
名片越擦越亮。”谈及下一步工作，姬晓科干劲满满。

茴村镇东街村

村美民富景象新

本报讯（记者 袁国豪 通讯
员 聂 政）“谁来俺村都夸这儿干
净，路修得漂亮！”初夏时节，天朗
气清。日前，记者走进永城市龙岗
镇杨庄村，脱贫户夏秀英夸赞，她
脸上乐开了一朵花，幸福感十足。

杨庄村北接夏邑，西抵马牧，
地处偏僻，“贫穷落后”曾一度是该
村的代名词，群众和“幸福”二字相
距甚远。

幸福感源自何处？
2015年，永城市住房保障局驻

村扶贫工作队开始帮扶。局长刘
红波多次到杨庄村调研指导，要求
把扶贫当作最重要的工作来抓。
2016年年底，杨庄村光荣“摘帽”。

无论昼夜，道路通达。修建水
泥路 6400余米，实现庄庄通、户户
通；种植垂柳、女贞、白蜡、油菜花，
助力廊道绿化；80余盏太阳能路灯
点亮黑夜，结束了村民摸黑走夜路
的历史。

蝶变，无处不在：新建党群服
务中心、乡村大舞台和两处小广
场，让党员、群众开展活动有了新
阵地；为贫困户安排公益岗，让村
庄“洁净美”成为常态；表彰“好婆
婆”“好媳妇”，以乡风文明润泽群
众美丽心灵……

要说幸福感最强烈的当属贫
困户。杨言金因病致贫，驻村扶贫工作队因户施策，助其
养羊。杨言金精心饲养，羊最多时有十几只。“我每年光靠
卖羊，也能挣四五千元！”杨言金靠奋斗脱贫，满面春风。

该村贫困户11户30人已全部光荣脱贫。
打赢收官之战，发展产业当先。村干部王绍奇创办的

种植专业合作社，得到驻村扶贫工作队的大力支持。目
前，合作社的西瓜长势良好，将带动30余名村民增收。

瓜棚里，“第一书记”蒋鹏看着这“甜蜜的事业”高兴地
说：“好日子在当下，更在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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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乡村”“五美庭院”建设取得
突破，刚上市的西瓜香甜多汁，群众的
欢声笑语盈满农家院落……初夏时节的
永城市条河镇，处处呈现出深入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生动场景。

今年以来，“永城北大门”条河镇牢
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
展理念，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重点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提
升与农业产业提升工程，以实际行动增
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看乡村 美丽当先

捐资42万元！
3月底，一场别开生面的捐资现场

会在条河镇王石庄村精彩上演。镇村干
部、乡贤能人、在外经商务工人士、脱
贫户、普通群众等群体纷纷慷慨解囊，
捐款捐物总价值超过42万元。

这笔善款物资全部用于创建“四美
乡村”“五美庭院”。“村级经费运用+乡
贤能人捐助+全体村民参与+企业垫资先
建+财政资金奖补”的联建模式，助推
该村加快美丽乡村建设步伐。

时间来到 5月中旬，在古稀之年的
石印学眼中，王石庄村蝶变成这样一番
美景：废弃坑塘变身绿地，道路两侧女
贞、石楠争相竞绿，不少邻居家门口的
月季艳丽芬芳；党群服务中心附近的文
化墙内容丰富，五彩缤纷；200多盏太
阳能路灯遍布全村，点亮黑夜……“在
这生活了一辈子，谁能想到现在变得这
么好！”老人慨叹。

建设美丽乡村，值得点赞的不止王
石庄村。肖庄村以“耕读人家”等文旅
项目吸引游客，祝庄村以文化墙、坑塘
改造为突出特色，堤湾村的“四小园”
建设别具一格……

与此同时，条河镇全力推进廊道绿
化、危旧房清零、全域保洁等与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相关的工作。其中，该镇抢
抓廊道绿化的黄金时期，按照“先规
划，后绿化”原则，高质量落实高铁、
高速、省道、乡道植树工作。此举让该
镇在全市国土绿化行动工作进展情况通
报（第一期）中，位列各乡镇之首。

民之所望施政所向。以美丽乡村建
设助力乡村振兴，让广大群众“望得见
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
条河镇的做法，亦是条河镇的担当。

兴产业 西瓜领“鲜”

西瓜丰收啦！
钻棚、挑选、摘瓜、装车……天还

没亮，条河镇邸楼村瓜农武孟华便和家
人忙活起来，“盼了大半年，就等这一
天！”

武孟华一家种了 3 亩 8424 西瓜、10

亩甜王西瓜。“今天摘的是 8424头茬瓜，
这就拉到王屯去卖，争取卖个好价钱！”看
着满满当当的两车西瓜，武孟华脸上乐开
了花，时间指向5月13日10点整。

瓜农口中的“王屯”，是指华东地区
最大的瓜菜批发市场——安徽砀山王屯
瓜菜大市场。

近年来，条河镇充分利用毗邻王屯
的地缘优势，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调整优化种植结构，打造东北部 10
个村近万亩优质西瓜种植基地。该镇种
植的甜王、京欣、8424、超越梦想等品
种西瓜，经王屯畅销东北、安徽、河
南、甘肃等地，每亩销售额 1 万元左
右，全镇年产值 8000万元至 1亿元，这
些绿莹莹圆滚滚胖嘟嘟的西瓜变成了群
众实实在在的收入。

享旅游 奔向诗和远方

第一季度，受疫情影响，条河镇文
旅产业受到一定冲击。如今，疫情防控
转入常态化，该镇月季博览园令人流连
忘返，音乐喷泉上演“光影声”盛宴，

“网红桥”再次摇啊摇……吸引了众多游
客前去观光游玩。

近年来，条河镇加快文旅产业发
展，深化特色小镇建设，围绕鱼山、夫
子村、耕读人家、高铁旅游风景带等景
点，高标准打造集美丽乡村、农业观
光、文化体验、生态旅游、休闲餐饮等
为一体的田园综合体项目，目前已取得
阶段性成效。

条河镇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条河镇：乡村美 产业旺 群众乐
本报记者 袁国豪 通讯员 聂 政

5月13日，永城市条河镇邸楼村群众将西瓜装车。本报记者 袁国豪 摄

▲茴村镇东街村村内一角。
◀几位儿童正在茴村镇东街

村玩耍。本报记者 袁国豪 摄

本报讯（记者 袁国豪 通讯员 薛亚萍）为预防未成年人
溺亡，最大限度防止溺水事故发生，近期以来，永城市城关镇
认真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方针，多措并举、齐抓共
管，积极开展预防未成年人溺水宣传教育活动，切实筑牢未成
年人防溺水安全网。

该镇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落实，调整充实了镇预防青
少年学生溺水工作领导小组，明确责任分工，细化任务要求，
切实将工作落实到位。利用平安大喇叭向广大村民和未成年人
宣传防溺水“六不准”，并密切关注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去
向，加强防溺水安全教育，做好主动防范。组织派出所、消防
队、水上义务救援队成员到学校开展防溺水宣传教育。同时，
还充分利用微信群、QQ群等方式向家长发放《防溺水安全致
家长朋友的一封信》《防溺水安全承诺书》及宣传彩页两万余
份，设置安全警示牌30余处。

该镇还以村为单位组建巡查队伍，加强对各村重点水域安
全管理，对村庄内河道、沟、塘、安全隐患进行拉网式排查，
制止无监护人监管下的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游泳等危险行
为，做到及时发现险情，及时消除隐患，从源头上避免事故的
发生，切实做到防患于未然。

城关镇

开展预防未成年人溺水工作

本报讯（记者 袁国豪 通讯员 刘 丹）“现在购买二手房
更放心了，不用担心房子能不能过户，有没有问题了，真是解
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5月 16日，在永城房产信息中心办理
业务的市民陈永建赞不绝口。

一直以来，永城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
的。”这一定位，落实“一城一策、因城施策”房地产调控机
制，做好“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工作，遏制投机炒房、
精准施策，合理引导市场预期。为更好服务永城房地产交易市
场，保障永城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有序发展，解决二手房买
卖和房屋租赁的问题，永城市住房保障局成立了永城房产信息
中心，以便民、高效、诚信、透明、安全为宗旨，让人民群众
有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

据了解，永城市按照2019年8月份省住建厅、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省公安厅、省发改委、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印发
的《住房租赁中介机构乱象专项整治工作方案》为抓手，由该
市住房保障部门牵头，联合公安、市场监管、发改委、网信办
等部门，形成工作合力，重拳出击，对“黑中介”进行联合执
法，开展整顿房地产中介机构专项行动，先后整改了“黑中
介”门店 93处，受理涉及中介的投诉 11起，其中移交公安机
关两起。

“我们将持续保持高压严查态势，打出重拳，对继续在永
城从事房地产中介业务的‘黑中介’，不管是挂羊头卖狗肉的
门店，还是转入地下的散兵游勇，一经查实，必将严惩，坚决
让侵害群众利益的房产中介无处遁形，从永城房地产市场消
失，以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市住房保障局副局长蔡亚
飞表示。

永城

重拳整治房地产“黑中介”

本报讯（记者 袁国豪 通讯员 王永亮）眼下正值小麦灌
浆期，是实现粮食稳产高产的关键时期，为保障小麦丰收，5
月 14日，永城市卧龙镇组织农业服务中心、种植大户等技术
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

据悉，此次送农业技术下乡活动持续一周，技术人员分
赴该镇 17个行政村逐村开展小麦灌浆期浇水、施肥、预防病
虫害等小麦田间管理的知识讲座。为实现技术指导以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新技术与新理念相融合，讲座内容紧贴生产实
际。课堂讲授结束后，技术人员与农户一同到田间地头结合
麦田实际，通过面对面交流、手把手指导，真正帮助农民解
决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提高了农民群众生产技能。

通过这次送农业技术进地头活动的开展，为实现卧龙镇
粮食增产、农业增收、农民致富奠定了坚实的技术支持。

卧龙镇

农业专家送技术到地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