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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高会鹏） 5月 17日，在宁陵县张弓镇小
吕集村拍摄完最后一个场景，电影《驻村第一书记》顺利
杀青。

据了解，《驻村第一书记》由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
部、市委网信办、市文广旅局和商丘日报报业集团、商丘
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著名导演康红立任编剧兼导演，知
名演员赵滨、赵成顺、于根艺等联合主演。该剧讲述了驻
村第一书记扎根基层、鞠躬尽瘁、舍小家为大家，助推美
丽乡村建设，以实际行动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的真实事迹。

为了拍好这部电影，摄制组付出了很多心血。他们每
天早上5点多出工，有几天都是拍到天亮才收工。晚上收工
后，各部门还要进行开会总结，商定第二天的工作计划。
为了追求剧情完美，一个镜头要重复拍很多遍，最多的一
次拍过 20多遍。整部剧共有 36位演员，他们从秋装穿到冬
装，又走向夏装，演员工作复杂辛苦。

预计影片在七月份会陆续在全国各大影院、央视第六
频道、各大网络平台上映。

电影《驻村第一书记》
在宁陵顺利杀青

5 月 19 日，宁陵县建
勇农机检修人员正在义务
为柳河镇农机户检修小麦
联合收获机。“三夏”临
近，当地农机部门积极组
织农机技术人员对小麦收
获机、拖拉机、播种机等
农机进行检修和维护保
养，确保“三夏”安全生
产。 吕忠箱 摄

本 报 讯 （记 者 白
鹏）近日，睢阳区坞墙镇
通过抓乡风文明，在全镇
开展劝儿女尽孝、给父母
解难、为政府分忧活动，
激发村民敬老之心、爱老
之心、助老之心，形成好
村风、好民风、好家风，
共同建设和谐新坞墙。

以孝道文化为切入
点，引导乡风文明。利用
微信、乡村大喇叭，大力
加强以孝敬、平等、保
障、和谐为主要内容的农
村新型孝文化的宣传，动
员各村积极挖掘孝敬老人
先进典型，用身边典型人
物感染，进一步增加村民
孝敬老人意识。

以队伍建设为支撑
点，保障乡风文明。坞墙
镇专门建立孝顺志愿服务
队、尊老敬老先进事迹宣
讲队、孝道文化文艺宣传
队。东孟楼村开展为80岁
以上老人集体过生日活
动。镇里的尊老敬老先进
事迹宣讲队在全镇各村进
行尊老敬老教育，在全镇
范围内形成一种尊老敬老

光荣、不敬养老人可耻的良好社会风气。
以制度建设为着力点，巩固乡风文明。

在民主、自愿的基础上，制订和完善村规民
约，把诚实守信、尊老爱幼、团结互助、移
风易俗等内容约法立章，使农民行为不仅有
法可依，而且有规可循；对在乡风文明建设
中表现突出的“十佳孝星”、“好邻里”、“文
明户”、“文明村”、“好家庭”等给予精神和
物质奖励，对破坏社会风气者进行教育批
评；建立健全监督机制，保障乡风文明建设
顺利进行。

以环境建设为突破点，推动乡风文明。
以整治村容村貌和提升村民文明素质为核
心，结合“美丽乡村”，对坑塘、房前屋后垃
圾进行清扫，落实环卫保洁制度，并在农户
间开展“美丽家庭”、“文明家庭”评选活
动，发动全民集中整治卫生死角，进一步改
善群众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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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邵群峰） 5月 20日，睢阳区娄店乡常
庄村一排排整齐的温室大棚旁，几辆大货车正等着装货。
热气腾腾的大棚内，喜获丰收的瓜农们正忙着摘瓜、装
袋，欢声笑语此起彼伏。

“每亩大棚能摘 5000 多斤甜瓜，按现在每斤 2 块钱
算，光甜瓜这一项我这3亩大棚就能收入3万多块钱。”瓜
农温诗峰乐呵呵地算着细账，“你看套种的辣椒现在都结
这么多了，再过几天甜瓜采摘结束，拆掉大棚的塑料布就
等着收辣椒了。今年又是个丰收年！”

据了解，常庄村现有温室大棚 70多个，每个大棚占
地约 3亩，主要以温棚甜瓜和辣椒套种为主，年经济效
益在 10万元以上，带动了 50多家农户有效增收。

种瓜大户温诗营今年种了 11亩甜瓜，眼下不仅没有
出现受疫情影响的销售难问题，反而有点供不应求。

“乡里专门教我们怎么在网络平台上发布农产品销售信
息，现在打开抖音、快手、火山这些网络平台，都能看
到我家的甜瓜，棚外面这些收购商就是看到网上的信息
找过来的。”温诗营说。

常庄村的温棚甜瓜只是娄店乡发展特色农业的一个
缩影。目前在娄店乡，刘各芦笋、常庄温棚甜瓜、贾楼

“西瓜红”红薯、孙里堂反季节胡萝卜、刘田香菇等，
已形成“一村一品”、特色鲜明的农产品种植格局。

发展特色农业，既要“种得下”更要“卖得出”。
针对疫情冲击，娄店乡党委、政府主动介入，通过积极
与淘宝、支农宝、社团、抖音等网络平台对接，邀请网
红带货，线上线下互融互推，有效破解了当地农产品销
售难题。目前，该乡农产品借助质量优势已在 10余家电
商平台上线，有效打通了网络销售的“堵点”。

“扶贫需要扶根，‘输血’更要‘造血’，产业扶贫是
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也是实现稳定脱贫、可持续发展
的治本之策。但事实证明，小麦、玉米等传统农业种植难
以增加农民收入，因此必须发展特色农业。”娄店乡党委
书记贾晓晖说。

据介绍，娄店乡近几年坚持以“农头工尾、粮头食
尾”为抓手，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乡党政主职带领
村支部书记、致富能人先后多次外出考察先进地区种植
经验，择优选择产业、免费技术培训、积极筹措资金、
畅通销售渠道，因地制宜大力发展芦笋、辣椒、食用
菌等特色农业，千方百计扩大特色农业种植面积、优化
特色农业种植品种，确保群众持续稳定增收，为全乡打
赢打好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
础。

睢阳区娄店乡

特色农业破解群众增收难题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乡村振兴在行动

5月21日，技术人员在对产品进行抽检。睢县金振
源电子总投资60亿元，是一家以专业数控机床及表面
处理为主导的智能制造型企业。近年来，该企业不断对
车间进行智能化升级改造，逐渐具备了无人化、数据
化、智能化、流程化“柔和生产”能力。

本报记者 崔坤 摄

5 月 19 日，民权县野
岗镇徐堂村村民在晾晒粉
条。该村粉条加工扶贫车
间吸纳贫困群众 20 余名，
进行产品精加工，生产出
的粉条、粉芡、粉皮等产
品畅销全国各地。

豫之岷 摄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 2020年
6月24日10时至2020年6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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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拍卖商丘市睢阳区腾飞路
东侧南京路南侧东城名邸（花样年华） 2号楼
110 铺，建筑面积：543.16 平方米，用途：商
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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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法官 联系电话：0370-2275288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20年5月21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为了加强商品房预（销）售管理，维护交

易双方的合法权益，依据《城市商品房预售管
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31
号）的规定，我们对虞城县宏伟置业有限公司
提交的“尚城国际”项目（坐落于虞城县胜利
路西段北侧），申请办理《商品房预（销）售
许可证》的有关资料进行了审核，并对该项目
进行了现场勘察，认定该项目符合预售条件，
现准予销售。预售范围为：C6#、C10#、
C12#、C15#、C18#、C19#楼。预售许可证
号：2020年第006、007及010号。

特此公告
虞城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

2020年5月21日

公 告

为了加强商品房预售管理，维护交易双方
的合法权益，依据《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 131号）的规
定，我们对夏邑县绿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
提交的“绿地·诚园”项目【河南省商丘市夏
邑县中和街东段北侧】，申请办理商品房预
（销）售许可证的有关资料进行了审核，并对
该项目进行了现场勘查，认定该项目符合预售
条件，现准予预售。预售范围为 6#、7#楼。
预售许可证号：夏房2020第018--019号。

特此公告
夏邑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

2020年5月21日

公 告
为了加强商品房预售管理，维护交易双方

的合法权益，依据《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 131号）的规定，我
们对夏邑县正强懿品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所提交的“正强懿品学府”项目【河南省商丘市
夏邑县中和街东段南侧】，申请办理商品房预
（销）售许可证的有关资料进行了审核，并对该
项目进行了现场勘查，认定该项目符合预售条
件，现准予预售。预售范围为：9#、10#楼。预
售许可证号：夏房2020第016--017号。

特此公告
夏邑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

2020年5月20日

公 告
为加强商品房预（销）售管理，维护交易双

方的合法权益，依据《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31号）的规
定，我们对宁陵县润泓置业有限公司提交的

“润泓·公园城邦”项目（坐落于宁陵县城郊乡
华山路北侧、张弓路西侧），申请办理商品房预
售许可证的有关资料进行了审核，并对该项目
进行了现场勘查，认定该项目符合预售条件，
现准予预售。预售范围为 6#、7#、12#楼。预
售许可证号：2020第11号。

特此公告
宁陵县房地产发展保障管理中心

2020年5月12日

公 告
为加强商品房预（销）售管理，维护交易

双方的合法权益，依据《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
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31 号）
的规定，我们对宁陵县润泓置业有限公司提交
的“润泓·公园城邦”项目（坐落于宁陵县城
郊乡华山路北侧、张弓路西侧），申请办理商
品房预售许可证的有关资料进行了审核，并对
该项目进行了现场勘查，认定该项目符合预售
条件，现准予预售。预售范围为 9#楼。预售
许可证号：2020第10号。

特此公告
宁陵县房地产发展保障管理中心

2020年5月12日

公 告
为加强商品房预（销）售管理，维护交易

双方的合法权益，依据《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
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131号）的
规定，我们对商丘市九洲置业有限公司提交的

“九融·壹号院”项目（坐落于宁陵县葛天大
道南侧、延河路西侧），申请办理商品房预售
许可证的有关资料进行了审核，并对该项目进
行了现场勘查，认定该项目符合预售条件，现
准予预售。预售范围为 13#、15#、16#、17#
楼。预售许可证号：2020第12号。

特此公告
宁陵县房地产发展保障管理中心

2019年5月20日

公 告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 2020
年6月24日10时至2020年6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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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
ba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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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拍卖安徽省砀山县中原路
西侧西城逸品小区 7号楼 203室房产。（产权证
号：0107457号）建筑面积：126.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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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8252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20年5月21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2020年
6月 24日 10时至 2020年 6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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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拍卖商丘市梁园区民主西路
房管局综合楼4层南侧从东至西第9号房商业房
地产（商丘市房权证2006字第0002661号），建筑
面积：46.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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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法官 联系电话：0370-2275288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20年5月21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 2020年
6月 24日 10时至 2020年 6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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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拍卖商丘市睢阳区腾飞路东
侧南京路南侧东城名邸（花样年华）2号楼102铺
一层、102铺二层、101铺二层，建筑面积：351.4平
方米，用途：商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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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8003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20年5月21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本报讯（卢瑶 张玉琴）“我的宝贝马上就要去托育服务
中心啦，终于可以安心上班了。”日前，一位宝宝刚满 1岁
的妈妈兴奋地告诉单位的同事。这是睢阳区针对目前年轻脱
产婴幼儿父母不能重返工作岗位、先进的育儿理念有所欠缺
及婴幼儿服务短板推出的托育服务新举措的一个体现。

该区卫健委呼应民生期待，满足人民群众对婴幼儿照护
服务的迫切需求，在0-3岁婴幼儿照护托育服务工作上持续
跟进，先行先试，将加快托育机构建设作为一项民生、民心
工程来抓，主动谋划、持续推进，全面承接相关试点工作，
着力破解托育试点工作体制机制障碍。

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政策引导、普惠优先，安
全健康、科学规范，属地管理、分类指导”的原则，积极满
足人民群众对婴幼儿照护服务的多样性需求。据了解，目前
睢阳区成立的各大托育机构能够提供全日制、半日制、临时
托管和家庭“邻托”服务，满足不同年龄段孩子的需求。1
岁前以“保”为主；1-2 岁增加教育内容；2岁尤其是2岁
半后，则“育教并重，保教融合”。睢阳区更是在实践上下
功夫，结合实际开展品牌连锁服务机构建设试点、幼儿园设
立托幼班试点、单位福利性服务机构建设试点等，推动建设
一批示范单位，充分发挥示范引领、带动辐射作用，更好地
在全区开展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活动，不断提高全区婴幼儿
照护服务整体水平。

目前，睢阳区婴幼儿照护服务政策法规和标准规范体系
已初步建立，将持续推进建成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婴幼儿照
护服务机构。争取到 2025年，该区基本形成多层次、多元
化、可选择、覆盖城乡的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开启0-3岁
睢阳区婴幼儿照护托育服务新时代，科学发展婴幼儿照护服
务。

睢阳区

推出婴幼儿照护托育服务

与文明同行 树时代新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