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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我们的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小康生活
决战决胜脱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贫攻坚

1.为什么要开展第十ー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
答：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没有全民科学素质普遍提高，就难

以建立起宏大的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实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公
民科学素质调查是掌握全国公民科学素质发展状况重要手段，通过调
查能为全民科学素质提升工作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2.什么是“科学素质”？
答：科学素质是指当代人在社会生活中参与科学活动的基本条

件。包括掌握科学知识的多少、理解科学思想的深浅、运用科学方法
的生熟、拥有科学精神的浓淡、解决科学问题能力的大小。科学素质
综合表现为学习科学的欲望、尊重科学的态度、探索科学的行为和创
新科学的成效，是人的主体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3.公民具备科学素质是指什么？
答：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是指了解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掌握

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并具有一定的应用
科学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一个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
是指在“了解科学知识”“理解科学方法”“理解科技对个人和社会的
影响”三方面都达标的公民。

4.公民科学素质指标是什么？
答：公民科学素质指标（Civic Scientific Literacy，简称CSL）是

指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公民数量占总体数量的比例，通常用百分数表
示，它是反映和衡量群体公民科学素质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以2015
年全国调查结果为例，CSL值为 3.75％，即 1万名中国公民中具备科
学素质的人数为375人。

5.第十一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的对象是哪些？
答：调查对象为18-69岁的中国公民。
6.科普工作是什么？
答：科学普及简称科普，又称大众科学或者普及科学，是指利用

各种传媒以浅显的、通俗易懂的方式，让公众接受的自然科学和社会
科学知识、推广科学技术的应用、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
学精神的活动，是全民科学素质提升工作的核心。2002年6月，中国颁
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科普法。

7.我们可以通过哪些场馆进行科学素质的提升？
答：动物园、水族馆、植物园、工农业生产园区、科技馆等科技

类场馆、自然博物馆、公共图书馆、美术馆或展览馆、科普画廊或宣
传栏、科普宣传车、图书阅览室、科技示范点或科普活动站、高校科
研院所实验室等。

8.提升公民科学素质的途径有哪些？
答：利用广播、电视、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了解科技信息，阅读

图书、报纸、期刊上的关于科学的文章，和亲戚、朋友、同事谈论有关科
学技术的话题，参加与科学技术有关的公共问题的讨论或听证会。

9.公民科学素质发展目标是什么？
答：到2020年，科学技术教育、传播与普及有长足发展，形成比

较完善的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组织实施、基础设施、条件保障、监测
评估等体系，公民科学素质在整体上有大幅度的提高，达到世界主要
发达国家21世纪初的水平。

10.承担全民科学素质工作任务的机构和单位有哪些？
答：为做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

的组织实施工作，商丘市人民政府成立了商丘市全民科学素质工作领
导小组，分管副市长任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市科协，领导小组由市委组织
部、市委宣传部、市发改委、市教育局、市科技局、市人社局等 23个成员单位组成，
各成员单位完成各自领域人群的科学素质提升工作，并协同配合形成“大科普”的工
作格局。

11.我们应该以何种态度面对第十ー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
答：当被抽选为测评的对象时，应该在调查员的引导之下积极配合作答，认真思

考、尊重知识、尊重客观规律，以科学的态度合理作答。
12.提升公民科学素质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答：公民科学素质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基础，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国

家和民族的发展进步离不开科学素质的提升。提升公民科学素质，能促进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深入人心；能宣传普及高新技术、绿色发展、健康生活
等知识和观念；能激发大众创业创新的热情和潜力，为创新驱动发展夺取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决胜阶段伟大胜利筑牢公民科学素质基础；能增强国家公民科学素质公共服务
能力，从而反推公民科学素质提升。

13.科普工作重点人群有哪些？
答：科普工作重点人群共有4大类，即青少年、农民、城镇劳动者、领导干部和公务员。
14.为提升公民基本科学素质我市主要有哪些科普活动平台？
答：科技活动周、全国科普日、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科技工作者日、防灾减

灾日、流动科技馆巡展、科普大篷车、科技咨询、培训、讲座、展览等。
（商丘市科学技术协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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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 2020年 7月 27日 10 时至 2020年 7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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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拍卖商丘市
梁园区株洲路南侧建行家属楼 5 号楼东单元 2 层东户成套住宅；房地产(字第
A003875号)，建筑面积：1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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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03708188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20年6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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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27日
10 时至 2020年 7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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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拍卖商丘团结路与纱厂二街东
北角乙区一号楼从东往西数第一间（1-2层），一层建筑面
积：152.88平方米，两层共计建筑面积：305.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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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8276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20年6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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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3日10 时至 2020年7月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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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拍卖商丘
市凯旋北路西侧提亚纳小区（乔殷社区南苑） 20号楼 1-4号、22号楼 1-4号、
70号楼共 9套房地产，建筑面积：3093.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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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8012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20年6月22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第二次）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 2020年 7月 27日 10
时至 2020年 7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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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拍卖郑州市惠济区电厂路 90号 9号楼 2单元 5层
506号住宅（权证号：郑房权证字第1201065709-1号，建筑
面积：88.47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 73.11平方米），设计用
途：成套住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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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0-2221137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20年6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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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3日10 时至 2020年7月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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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er_id=2021143562，户名：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公开拍卖商丘市梁园区文化路
北侧睢阳大道西侧公交新境界2号楼2-204住宅；不动产登记证明号：2016商丘
市不动产证明第 0000428号；建筑面积：127.00平方米，设计用途：住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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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0-2221137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20年6月22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第二次）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 2020年 7月 27日
10 时至 2020年 7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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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拍卖商丘市睢阳区南京路北星
林路东东方巴黎4号楼1-403号房产，建筑面积：136.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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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8076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20年6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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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商丘市和谐置业有限
公司提交的“虞城县和谐北大花园八期住宅小区”项目
（坐落于虞城县木兰大道西段北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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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楼。预售许可证号：2020年第 015
号。

特此公告
虞城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

2020年6月22日

公 告

6月11日至6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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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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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城区办事处综合排名

（一）三区政府（管委会）综合排名

城厢：特色生态农业美乡富民
本报记者 袁国豪 通讯员 刘 月

“看看我们村漂亮不？环境不比城里差！院子
里的花园是我的宝贝，多少城里人都羡慕呢！”6
月 20日，在永城市城厢乡阳光新村，村民陈国富
向记者“炫耀”起自己门前的小花园，脸上洋溢着
自豪和幸福的笑容。今年以来，城厢乡坚持疫情
防控和经济发展两手抓、两不误，加强党建引领，
将农村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整治作为建设“四美
乡村”的主攻目标，有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一栋栋鹅黄色的两层小洋楼，暖意融融；广
场上，老人坐在树荫下聊天休憩，少年们在篮球
场肆意挥洒着汗水；同福巷里，小朋友在葡萄架
下玩游戏，不时散发出纯真的笑声；菜园里，正在
用废弃的砖块、轮胎、木材等修建的小菜园里打
理蔬菜的村民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近年来，城厢乡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以开展农村“四大革命”和

“四美乡村”建设为抓手，全力开展人居环境整治
“六治”攻坚和“六化”提升，积极打造“一村一品、
一庄一景、一户一韵”的农村亮丽风景线，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显著增强。
农村美了，农民要富，农业强是关键。5月 28

日，城厢乡代表永城承接商丘市2020年第一次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暨农业产业观摩，取得了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和农业产业发展两项工作双第一的
优异成绩。

城厢乡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生态农业，按照
“集中、连片、高效”的原则，充分发挥沉陷复垦的
机会，把全乡规划为六个产业发展片区。

乡政府所在地为仓储物流集散中心和居住
区，发展物品物流和冷链物流，辖区两家物流园
区，入驻企业 300余家，安置群众就业 300余人；
南部为水产养殖区和特色种植区，鑫隆水产品养
殖基地、润民专业种植合作社为 100余名群众提
供了就业岗位；中部为现代农业先导区，天竺农
业发展无公害四季蔬菜 1500 亩，水产养殖 600
亩；西部为工矿材料加工区，5家新型墙体材料厂
全力服务城区建设；中东部为特色水产养殖区，
天威农场水产养殖面积2000余亩；北部为都市农

业、休闲农业、家庭农场综合区，形成了集生态采
摘、都市农业、休闲垂钓、特色餐饮等休闲项目于
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园。目前，小龙人教育集团
种养基地、威皓特种水产养殖、浩鑫家庭农场、自
然美家庭农场、代中立农业种植有限公司、丰太
汉邦牧业、众诚生态园、雨含花木基地等 20余家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园区集中。

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给周边群众提供就业岗
位600余个，群众入股分红拿到股金、土地流转拿
到租金、园区务工拿到薪金，“一地生三金”持续
拓宽群众的增收渠道。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我
们将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持续补齐农
村人居环境短板，全力推进农业产业发展，建立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
长效机制，让良好生态成为乡村振兴支撑点，让
产业发展成为乡村振兴新动能，以绿色发展引
领乡村振兴，以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该乡
党委书记宋一平表示。

▲ 6月21日，我市非遗继承人贾海滨在虞城县城郊乡郭土楼村留
青竹刻传习基地进行留青竹刻艺术创作。中国职工书法家协会会员、
商丘市职工书画院副秘书长贾海滨在郭土楼村千亩竹林建立留青竹刻
传习基地，专心致力于留青竹刻艺术在商丘的传承，以实际行动推动
我市乡村振兴和文化事业发展。 本报记者 吴 涛 摄

▶ 6 月 20 日，宁陵县刘楼乡陈庄村农民在菊花扶贫产业园里除
草。近年来，该村大力发展的菊花扶贫产业，现已形成生产、加工、
销售一条龙服务，全村贫困户靠菊花扶贫产业走上致富路。吕忠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