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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新闻统筹 蒋友胜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丘监管分局

换发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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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商丘市中岩瑞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业务范围：机动车辆保险
机构住所：商丘市开发区北海路与富商大道交叉口南800米路西
批准成立日期：2020年6月2日
发证日期：2020年7月14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
机构编码：41140178342739200
许可证流水号：0704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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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丘监管分局

换发经营保险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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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机构获准换发经营保险业

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商丘市中心支公司宁陵县营销服务部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

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

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

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咨询和投诉；经公司

核保，营销服务部可以打印保单，经公司授

权，营销服务部可以从事部分险种查勘理

赔。

机构住所：河南省商丘市宁陵县昆仑路

与长江路交叉口西南角

批准成立日期：2008年4月15日
发证日期：2020年7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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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08411423001
许可证流水号：0255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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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定于 2020年 8月 17日 10时至
2020年 8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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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790692141.htm?spm=a213w.7398554.
paiList.19.3ea33662335hNF，户名：永城市人民法院)，公开拍
卖永城市永兴街南雪峰路东 2、3、4层住宅房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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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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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7 日 10 时至
2020年8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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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791452271.htm?spm=a213w.7398554.
paiList.19.3ea336621zlHjQ，户名：永城市人民法院)，公开
拍卖永城市东城区芒山路西、东方大道北成套住宅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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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法官
联系电话：15993980530

永城市人民法院
2020年7月15日

永城市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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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1#、S-1#楼。预售许可证号：2020第17号。

特此公告
宁陵县房地产发展保障管理中心

2020年7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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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商丘雷华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提交的“爱琴海”项目（坐落于宁陵县城关镇
华山路南侧、张弓路东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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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9#、14#楼。预售许可证号：2020第16号。

特此公告
宁陵县房地产发展保障管理中心

2020年7月15日

公 告
依据《商丘市人民政府关于收回叶庄村（凯景铭座）城中村改造项目

（一期）范围内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批复》（商政文[2019]243号），以及

商丘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和商丘市不动产

登记交易中心注销登记公告，我中心现对叶庄村（凯景铭座）城中村改造

项目（一期）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进行注销。因下列土地原权利人未向我

中心交回土地使用权证书，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

三条的规定，现公告其土地使用权证书作废。（未交回土地使用权证书权

利人详单详见商丘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官网公告 ）。

商丘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

2020年7月16日

不动产权证书作废公告

一场接一场的夏雨，“走”过柘城
县安平镇义醒岗村。60米长的文明长廊
里的“筒子风”愈加清凉，义兴湖里的
荷花盛开了，有白的，有粉的，氤氲的
水汽里花香升腾，弥漫至被绿树红花环
绕的大街小巷。

7月 13日 ，吃过午饭，三三两两的
妇女带着孩子在长廊下的椅子上纳凉。徐
海荣怀里的孩子睡着了，她就和50多岁
的卢秀云闲聊。徐海荣说：“这里空气
清新，还没蚊虫叮咬，孩子睡得安稳得
很。”“以前，家里不把所有的窗户关
死，屋里就臭得让人吃不下去饭。”卢秀
云说，“做梦也没想到，这垃圾坑竟能变
成义兴湖！”

卢秀云家离义兴湖仅100米，而义兴
湖就是由村里一个占地23亩的大垃圾坑
改造而成的。义醒岗村有占地 23亩、21
亩的两个垃圾坑，几十年来，垃圾越堆越
多，群众意见越来越大。提升群众幸福
指数必须从治理垃圾坑入手，这是村里

的共识。
怎么治？2018年，在集思广益的基

础上，该村找出了“以坑治坑”的“土
办法”：把大垃圾坑深挖成湖，围湖造
景，然后把挖出来的土填到另一个垃圾
坑，造坑成宅基地。同时该村还把一个
占地80多亩的废护寨河进行了改造，在
河边发展生态农业。短短两年，义醒岗
村实现了由脏乱差到村容美、经济发展
后劲足的脱胎换骨的巨变。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脱胎换骨的
巨变源于“脱一层皮”的大干。

义兴湖所在的原来那个垃圾坑是一
个“官坑”，属于村里 70 多户群众共
有，你几尺、他几米的，群众不但往里
面倒垃圾，还种上杂树把自己的地围起
来，要把这些都清理完，就要做通所有
群众的思想工作。“几十年都属于自己
的地，一挖成湖就成全村的了，一开始
就有群众想不开，还有妇女到我家里哭
闹。咋办？自己带头干。”张继旺说。

70多户里有 30多户都是村“两委”
班子成员的“亲近门”。张继旺就和其

他村“两委”班子成员各自去召开家庭
会、家族会统一思想。很快，一大块地
清理完毕。到了后期，有几个“钉子
户”仍然提出置换宅基地等要求，张继
旺和村“两委”一班人就一次次上门做
工作，有时，思想工作都做到夜里十一
二点。“陈秧子的事都得扯，一遍又一
遍，真是脱一层皮。”张继旺。

只要一心为公，最终必将赢来柳暗
花明。当所有人都真正认识到“我为村
庄做奉献，村庄变美我受益”的道理
后，挖坑造湖就开始提速了。

义醒岗村多年来始终宅基地紧张，
把大坑里挖出来的土垫到小坑里，不但
彻底清理了村里的污染源，一估算，还
能多出47处宅基地，群众的心里越发亮
堂了。还有群众算了一笔账：如果不是

“以坑治坑”，仅填平21亩的这个垃圾坑
就需要土方成本近百万元，等于每处宅
基地增加两万多元成本。

账越算，群众心越齐；湖越挖，群
众心里越高兴。义醒岗村的坑底本身就
深，当挖掘机挖出地下水以后，围观群
众无不欢呼雀跃。“这个湖以后常年有
水，不会干，景观能维持住。”徐海荣
笑着说。

湖挖成后，在最高处立一亭，名为
“卧龙亭”。直通卧龙亭铺设有 800米长
的防腐木栈道，四周安装水车 3组。湖
四周植树种草需要大量人工，村干部一
号召，家家户户主动出义务工，不几
天，2000多平方米的草皮铺设完成。紧
接着，大家都主动投入到废护寨河整治
中，清垃圾、垫护坡、输水道，很快就
有了“碧水绕城郭”的诗意风光。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仅仅做到生态
宜居是远远不够的，产业兴旺才是其核
心所在。

2018年以后，村里围绕护寨河相继
发展无絮杨基地 400亩，同时，依托该
村村民张继玲的继玲合作社流转土地
1200多亩，发展辣椒、西瓜、蔬菜兼做
套种，亩均净收益突破1万元。

该村还注重把贫困户培养成脱贫致
富带头人。65岁的张知允在爱人因癌症
去世后，学会了纯红薯粉条加工手艺，
在村里支持下，还开发出绿豆粉条等。
如今，其年收入10多万元，还带动两户
贫困户脱贫致富。

护城河岸边垂柳依依，田野里大棚
鳞次栉比。站在河边，张继旺规划着义
醒岗的未来：把村里3000亩土地全部流
转给本村种植大户，通过本村人带富本
村人，让全村688户实现共享发展。

义醒岗村：“以坑治坑”的生态实践
本报记者 侯国胜 蒋友胜

柘城县安平镇义醒岗村又
称后岗村。据民间传说，西汉
末年，王莽兵马追赶刘秀。刘
秀夜宿于此，因公鸡提早打
鸣，刘秀在重兵追赶之下得以
脱身，称帝后赐名“义醒岗”。

义醒岗村共有 688 户 2917
人，耕地2548亩。近年来，该
村以打造美丽、文明、和谐新
村为目标，倾全村之力，汇群
众之智，深入开展人居环境综
合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村
坑塘绿化改造工程共开挖护寨
河和废弃坑塘48亩，铺设高端
防腐木栈道 800 米，安装实木
护栏800米、生态水车3组，新
建湖中小岛一座、岛上凉亭两
个。同时，村内铺设绿地达
2200平方米，栽植高规格绿化
苗木280棵。

目前，义醒岗村已成为闻
名周边的美丽乡村。

（蒋友胜 整理）

义醒岗村村情

本报讯（记者 蒋友胜 通讯员 武 月 郭长岭）在近日召开
的全省园林绿化规划设计建设现场会上，柘城县副县长孙若梅
代表县政府喜领国家园林县城奖牌。

近年来，柘城县委、县政府坚持把城市园林绿化建设与生
态文明、精神文明同建设、同发展，围绕打造“水韵绿城”和
生态宜居城市建设目标，大力实施“绿满滨水、增绿添景、景
观道路、见缝插绿”四大工程。县城绿量持续增加，绿化层次
显著提升，建管能力不断提高，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近年新建成中大型游园、广场 8 座，总面积达到 12.54 公
顷。对容湖生态旅游区进行景观升级改造、湿地生态修复，把
容湖、千树园和柘城故城遗址融为一体。开工建设了占地 4800
亩的郊野公园，为美丽柘城再添新绿。

坚持增绿提质。按照“出门见绿、300米见园”的要求，柘
城坚持“点、线、面”一起抓，实施“节点造绿、见缝插绿、
拆墙透绿、拆违复绿”工程。目前，该县建立了以容湖、千树
园两大综合公园为核心，以如意广场等 17 个大中型绿地为支
撑，以兴财苑等20余处小型街旁绿地为依托的公园绿地体系。

持续以园林式居住区（单位）创建为载体，对照创建指标
和要求，推动新建、改建居住区绿地建设和单位庭院绿地建
设。全县园林单位（小区） 89家，其中省级 26家。新建、改建
居住区绿地达标率达到 95.06%，新增园林单位（小区） 28家，
园林式居住区（单位）提升率超过10%。

坚持绿化与道路工程建设同步实施。该县做到路通树绿，
建成区道路绿化普及率 100%；在树种选择上以法桐、垂柳、白
蜡、栾树、女贞等冠大荫浓的本地树种为主，并随季节更替布
置时令花卉，使城区主干道基本形成了“一路一树，一街一
景”“三季有花、四季常青、五彩缤纷”的多彩绿色长廊。全县
省级绿化达标道路增至15条。

截至目前，该县共建成区绿地总面积806.26公顷，其中公园
绿地面积208.44公顷，建成区绿地率、绿化覆盖率和人均公园绿
地面积分别达到35.75%、38.33%和9.32平方米。

柘城成功创建“国家园林县城”

本报讯（记者 蒋友胜 通讯员 武 月 王浩伟） 7月 14日上
午，冒着高温连续跑了3个多小时的“快递小哥”李飞，走进柘
城县春水路东关红绿灯附近的“户外劳动者驿站”，接上一杯温
水，拿起多插头充电设备给手机充电，坐在椅子上，喝着水休息
了起来。“以前不论冬夏，我们送完包裹，最多在路边找个台阶
休息一会儿。现在有了户外劳动者驿站，渴了累了就能过来喝
水，歇歇脚，感觉很暖心。”李飞感动地说。

环卫工人、建筑工人、交警、行政执法人员、快递员、送餐
员、出租车司机等这些长期在户外工作的劳动者们，天热了去哪
里避暑？口渴了去哪里喝水？下雨了去哪里避雨？天冷了去哪里
御寒……针对这些困扰户外劳动者的实际问题，柘城县总工会主
动作为，在城区主要路段和户外劳动者相对集中的区域建起了13
座户外劳动者驿站。

驿站的建立主要依托部分单位公房、环卫工人服务站、爱心
企业和爱心人士提供的商铺。驿站的面积虽然不大，但站内有饮
水机、微波炉、空调、冰箱、医药箱、卫生间、雨伞、书籍报刊
等，可以免费为环卫工人、绿化工人、建筑工人、快递员等户外
劳动者们提供饮水、休息、避雨等服务。

环卫工人杨素莲说：“来到这个驿站，渴了有水喝，热了有
空调，还能避避雨，跟自己家一样。”她说，之前没有驿站，她
经常是一天只喝一杯水，午间累了就找个台阶坐会儿。冬天冻，
夏天晒。现在，户外劳动者驿站已成为她和工友们的温馨港湾。

目前，柘城县总工会已在全县范围内建成了 13座驿站。下
一步，他们将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增大驿站站点建设，扩大驿
站覆盖面，把更多的温暖送到户外劳动者身边。

柘城总工会

为户外劳动者建13座驿站

▲昔日的废坑塘，今日美
景如画。本报记者 蒋友胜 摄

▶曾经的脏街角，现在的
小花园。本报记者 蒋友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