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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申思广） 6月 29
日，民权县供电公司组织党员
开展宣誓和重温入党誓词活
动，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进一步增强基
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据了解，为了庆祝中国共
产党建党 99 周年，民权县供
电公司决定开展“2020 年党
建活动月”活动。组织开展党
建论坛活动，提升党务工作者
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
能力和高质量开展党建工作的
水平；组织新党员开展入党宣
誓和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活
动，激励广大党员干部时刻牢
记共产党员的神圣职责，发挥
好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开展一次专题走访慰问活动，
深入了解建国前老党员、离退

休党员领导干部、生活困难的
党员，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
题，送去党组织的关怀和温
暖；开展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围绕学习党史、新中国史、社
会主义发展历史，强化党性教
育，增强党员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开展“党课开讲啦”活
动，组织班子成员、支部书记
到所在支部、党建联系点开展
讲党课活动；开展“青马红色
行”系列活动，结合当地实
际，到民权申甘林带、北关李
馆地道进行参观学习，带领大
家品读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开展支部联创
活动，结合新调整业绩指标，
通过座谈会、实地调研等方
式，推进党建+业务指标融合
提升。

民权县供电公司

开展党建活动向七一献礼

本报讯 （刘 军 刘 妤）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9 周
年，加强党员党性教育，6月
29 日上午，梁园区交通运输
局机关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
到双八镇毛主席视察黄楼纪念
馆开展了“纪念建党 99 周年
主题党日活动”。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
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
章程……”在毛主席塑像前，
党员们敬献了花篮，重温了入
党誓词。在纪念馆内，党员们
怀着崇敬的心情瞻仰了毛主席
视察黄楼期间的图文资料，大

家通过一张张深刻的历史图
片、一本本厚重的文献史料、
一件件珍贵的馆藏文物，详细
了解毛主席视察黄楼时的情
形，观看历任国家领导人来商
丘视察的现实图片，切实感受
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中
华民族解放做出的巨大贡献和
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

通过参观展览，全体党员
真切体会到党带领人民艰苦奋
斗的历程，纷纷表示要继承革
命烈士的遗志，不忘初心，砥
砺前行，以实际行动为梁园交
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梁园区交通运输局

开展“主题党日”庆七一

本报讯（记者 白 鹏 通
讯员 贾岭山）为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99 周年， 6 月 29
日，睢阳区坞墙镇组织开展迎
七一系列活动，全体班子成
员、镇机关及村“两委”全体
党员干部参加。

重温入党誓词，时刻不忘
初心。在镇党委领导带领下，
大家面对鲜红的党旗，举起右
手，手握拳头，重温入党誓
词。通过今天重温入党誓词，
激发了一名共产党员的自豪感
与责任感，坚定入党宣誓时的
庄严承诺和坚定决心。

讲授主题党课，勇担历史
使命。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乡镇工作三结合”，谢时
冰同志以《贯彻实践乡镇工作

“三结合” 推动坞墙各项工作
再上新台阶》为题，为参会干

部讲授党课。党课围绕党发展
的重要历程，重温党的历史发
展，回顾了坞墙镇抢抓历史机
遇，得到了跨越式发展，就如
何以“114”工作思路一以贯
之，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借助新
一轮机构改革和重点项目东
风，乘势而上，积极投身到坞
墙的发展中去，为书写睢阳区
发展“五篇文章”美丽书卷添
上浓墨重笔。

汇演红色文艺，礼赞伟大
祖国。1 个小时的文艺汇演，
全程凸显红色要素，一曲曲正
能量歌舞、一段段感恩朗诵，
表达了坞墙全镇广大群众对党
的爱戴和拥护，歌颂了广大党
员干部一往无前、勇于担当、
甘于奉献的精神风貌，用文艺
汇演的形式为党的 99 岁生日
送上祝福，歌颂党的恩情。

睢阳区坞墙镇

举行迎七一系列活动

本报讯（王 辉 张回力） 6月29日，商丘供电公司组织
人员对110千伏华育线、商京等线路进行巡查，以确保商丘
一高等高考考点用电无忧。

受疫情影响，今年高考成为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的一次
“战时高考”，对高考保电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确保
“战时高考”保电任务的圆满完成，商丘供电公司未雨绸
缪，按照“统一指挥、分级负责、各司其职、相互协作”的
原则，在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前提下，严格落实责任、明
确措施、统筹部署、细化落实，全力以赴，确保高考保电期
间各考点、阅卷点等重要场所的可靠供电，英语听力电源零
闪动，网上巡查系统和考点视频监控系统供电不间断。

针对全市 49 处考点、保密室、高招办等重要保电场
所，该公司进一步健全组织领导、细化保电方案，确保组织
领导到位、责任落实到位；提前组织人员，对涉及高考保电
设备开展隐患专项排查，对变电设备、输配电线路、电缆等
开展红外测温、局部放电检测、泄漏电流检测等，特别是对
汛期易受潮设备进行重点检查，及时发现并消除了一批设备
缺陷。高考期间，该公司将加大保电范围内的供电设施巡视
维护力度，重点设备和外破隐患点安排 24小时专人驻点值
守、特巡特护，对输配电线路进行全线不间断动态巡视和危
险点现场守护，无人值守变电站（所）恢复专人值班，针对
各保电场所制订专门的应急预案，确保高考用电无忧。

商丘供电公司

全力保障高考用电无忧

本报讯（程 旭）连日来，睢阳区古宋街道办事处突出
“五个注重”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确保辖区内环境卫生
大变样、大改观。

注重整治重点。针对房前屋后杂物堆放、生活垃圾、庭
院卫生等进行重点整治，彻底消除脏、乱、差现象。

注重设备投入。购置 10辆垃圾清运车、28辆电动保洁
车、17辆洒水车、360个垃圾桶等环卫工具，更好地服务辖
区内垃圾回收、清运等工作。

注重长效机制。广泛发动群众，形成整治合力，班子成
员、驻村干部、社区干部每天都要深入网格，步行排查问
题，推动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实现常态化、制度化。

注重日常保洁。严格落实保洁员定岗、定人，要求垃
圾日产日清，形成“专人清扫、定点收集、专职运输”的三
级生活垃圾处理模式。

注重坑塘治理。投入大量资金治理了 12个坑塘，做到
硬化、绿化、美化，为“两城”联创增添一份力量。

据悉，该街道办事处群众积极参与清洁家园整治工作的
氛围已经初步形成，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睢阳区古宋街道办事处

强力推进人居环境整治

就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99周年
前夕，宁陵县阳驿乡焦林坡村的
农民屈成彬，饱含深情地写了一
首小诗来歌颂党的恩情。他在诗
中写道：“不热不冷好风情，不旱
不涝好年景。不劳不累好安逸，

不歉不减好收成。不交不纳好政
策，不忧不愁好心胸。不说不笑
不由己，不歌不唱咋抒情！”

屈成彬一家原来是个贫困
户，改革开放和发展使他的生活
大有转机。现在他的两儿子都在

深圳工作，二儿子还办了一个汽车
配件厂，年收入能达几十万元，他
的小日子也是吃不愁穿不愁，每年
还能到深圳住上一段日子。

如今，他见国家一天一天富
强，党风和社会风气越来越好，
党的惠农政策更加深入人心，农
民所得到的实惠更多，新农村建
设的脚步不断加快，农村收种机
械化程度不断提高，于是他就满
心欢喜地写下这首很朴素的小诗
来歌颂祖国，感谢党恩。

老农写诗颂党恩
屈效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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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定于 2020年 8月 3日 10时至 2020
年8月4日10时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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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162218497.htm?spm=a213w.7398554.
paiList.21.6c2e366249azRW，户名：永城市人民法院），公开
拍卖永城市东城区东方大道北、文化路西商住房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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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法官
联系电话：13937033205

永城市人民法院
2020年6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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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6 日 10 时至

2020年7月17日10时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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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885417456.htm?spm=a213w.7398554.
paiList.13.6c2e366249azRW，户名：永城市人民法院），公开

拍卖永城市侯岭乡产业集聚区磨山路西、化工路北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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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13701600
永城市人民法院
2020年6月30日

永城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定于2020年7月17日10时
至2020年7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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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拍卖商丘市睢阳区神火大道东方
域路北银基花园A、B座（2-2312、2-2412、2-2413、2-2512、2-
2513、2-2514）共 6套住宅房，建筑面积分别为 68.72平方米、
68.72平方米、73.37平方米、68.72平方米、73.37平方米、68.72
平方米，用途均为住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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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6268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2020年6月30日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第二次）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定于 2020 年 7 月 17 日 10 时至
2020年7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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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拍卖商丘市睢阳区神火大道东方域路北银基花园A、B座(2-1006、
2-1305、2-1306、2-1404、2-2208、2-2209、2-2210、2-2211、2-2308、
2-2309、2-2310、2-2311、2-2409、2-2410、2-2411、2-2509、2-2510、
2-2511）共 18套住宅房，用途均为住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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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6268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2020年6月30日

商丘市睢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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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日 10
时至2020年7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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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
er_id=2021143562，户名：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公开拍卖
商丘市梁园区中州办事处解放二组一处房产，房屋所有权证
号：B025057，建筑面积：130.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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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8011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20年6月30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第二次）

为实施城市规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有关规定，拟收回商丘硕磊服装有限公司使用的部分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拟收回土地东至中共商丘市纪律检查委员会、西至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商丘供电公司、南至中共商丘市纪

律检查委员会、北至商丘硕磊服装有限公司。该宗地原土地登记面积为 6807.63平方米（10.21亩），使用权类型为出让，

用途为工业用地，土地证号为商国用（2004）字第6489号，经测量，收回土地面积为2619.261平方米（3.93亩）。

相关权益人对政府收回上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如有异议，可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向商丘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提交有关书面材料，逾期没有任何单位或个人提出异议，我局将报请商丘市人民政府依法收回上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

联系人：李 英 许 诺 联系电话：0370-6068569
2020年7月1日

商丘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商丘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拟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告
商丘市梁园区市政基础建设项目长征

路（民主路—文化路）西侧车行道中修改

造工程，因施工需要暂封闭长征路西侧车

行道，请过往车辆绕行。封闭日期：自

2020年6月30日起至2020年10月28日。

河南安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日

公 告

6月29日晚，“党在心中·党旗红”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文艺晚会，在睢阳区古宋街道办事
处综合文化站文化广场举行。此次晚会由睢阳区文化旅游局主办，睢阳区文化馆、古宋街道办事处文化
站承办。近两个小时的演出精彩纷呈，充满正能量，整台晚会用热情的舞姿和嘹亮的歌声为党庆生，弘
扬党的伟大精神，讴歌党的丰功伟绩。 本报记者 邵群峰 摄

6月30日早晨6点，梁园区白云街道办事处
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在日月湖畔举行迎“七一”健
步走活动，庆祝建党99周年，并以此来更好地带
动干部职工自觉开展体育锻炼。 陈宝刚 摄

6月30日，民权县人防工程维护中心全体党
员到该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诞生地——双塔镇秣
坡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学习，给党员们上了一堂生
动的党风廉政和爱国主义教育课。 朱光伟 摄

七一前夕，商丘市应天印社组织社员在睢
阳古城陈家大院举办了篆刻作品展，讴歌在党
的领导下祖国各行各业发生的巨大变化。

任 菲 摄

本报讯（段性磊）今年以来，夏邑县中峰乡以“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为主题，以长期学习《党章》及各种党规党
纪知识为主线，以穿插学习各类典型案例为辅线，深入组织
开展党员干部廉政教育，取得显著成效。

一是念活“领”字经。该乡党委书记做为党风廉政建设
第一责任人，在做好自身学习的基础上，认真履行教育监管
责任，坚持每季度至少上廉政党课一次，党政班子成员坚持
为分管各村及单位上廉政党课，在全乡范围内形成了党委书
记领学、班子成员带学、党员干部好学的良好氛围。

二是念活“请”字经。每季度至少邀请一位市委或县委
党校讲师，给全体乡村干部讲授廉政党课，进一步提高廉政
教学水平，提升乡村党员干部的廉政素养。

三是念活“警”字经。积极开展警示教育，全乡组织收
听收看了《党旗下的忏悔 3》、《党旗下的忏悔 4》等警示教
育纪录片，通报了 11 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等典型案例。

今年以来，该乡组织党委中心组学习6次，党委书记上
廉政党课2次，邀请市县党校讲师上党课2次，开展警示教
育 10次，全乡党员干部撰写学习笔记 500余篇，心得体会
100余篇，通过各种形式的学习活动，达到了学思践悟、以
案促改、警钟长鸣的良好效果。

夏邑县中峰乡

念活廉政教育“三字经”

6月29日晚，睢阳区古宋街道办事处在书苑
社区文化广场举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文艺汇演，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9 周年。

赵 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