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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商丘乡村故事

百年梦圆看百村 39出出彩彩河南 圆梦
小小康康

相关链接

帝东村位于睢县县城东北11
公里处，辖 8 个村民组，506 户
1610人，耕地1794亩。

相传该村西北隅为帝喾墓，
故称帝丘店，现称帝东村。1948
年睢杞战役中，为国民党黄伯韬
兵团司令部驻地，解放军在此歼
灭黄伯韬部3个团。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该村有
建档立卡贫困户164户524人。

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该村
依托帝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龙
头带动，2015年投入扶贫项目资
金 40 万元，采取“公司+农户”
的模式，积极探索香葱、香菜、
西瓜、小麦的一年三茬套种模
式。发展种植户130户，套种西
瓜、香菜、香葱800亩，每亩净
收入有 1 万多元；种植花生 700
亩，每亩纯收入在2000元左右。

（黄业波 整理）

帝东村村情

手机扫码掌上阅读

驱车从睢县县城至董店乡帝东村，
笔直的公路两侧绿树成荫、秧苗吐翠，
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7月 15日，记者
来到帝东村，进入村室，只见墙壁上悬
挂的产业发展、脱贫攻坚、美丽乡村三
块奖匾格外醒目。

过去，这个村曾是黄河多次泛滥的
受灾区，黄沙、盐碱遍地，土地贫瘠，
十多年前“五毛钱就可租一亩地”，是
个贫困落后的村庄，也曾是睢杞战役的
主要战场之一。如今，帝东村成为获得
睢县产业发展、脱贫攻坚、美丽乡村

“三面红旗”的先进村。
这天翻地覆的变化，还是从脱贫攻

坚开始。
2015 年，扶贫工作队开始进驻该

村。在脱贫攻坚铿锵号角的感召下，该
村致富能人韩孝卜也回到家乡任村支部
书记，他利用资金积累，先后投资建设
了脱水蔬菜厂和大型超市，从此在家安
心创业，与市县乡帮扶干部一起，成为
群众的“领头羊。”

“现在俺村 65岁以下的劳动力都有
活干，甚至周边村的群众都来打工，光
我每年发给工人的工资都在 100万元以
上。”韩孝卜说，全村 1700 多亩耕地，
种植花生700亩，西瓜、香菜、香葱800
亩，无公害红薯200亩；投资400万元建
起现代化养鸡场一座，成立益农、道广
草业、万牧丰养殖 3个合作社，全村商

业店铺 150多个，饭店 7家，金融网点 2
家；他领办的脱水蔬菜厂和大型超市年
用工量达1500人次，仅脱水蔬菜厂年上
缴利税30万元……

在脱水蔬菜厂，机器轰鸣，20多名
中老年妇女在忙着择香葱和香菜，脱水
蔬菜成品一袋袋地码放在仓库内。“这
足有 300万元的存量，主要供应方便面
厂，年销售额达 2000 万元。”韩孝卜
说，他与农户实行订单收购，现已与该
村及周边 200多家农户签订了香菜、香
葱等订单合同。

“各尽所能，按需帮扶，在脱贫攻
坚路上绝不落下一人。”董店乡副乡
长、该村脱贫攻坚责任组组长张立功
说，为发展农业生产，政府出资为该村
新打机井 30多眼，新安装变压器 5台，
实施井井通20公里，新建大棚45座。

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驻村工作队
的倾情帮扶，大大提高了该村群众干事
创业的积极性。“我以前穷得都没穿过
囫囵裤子，都是补丁摞补丁，现在生活
过得太滋润了。”村民韩孝方说，2018
年，他在工作队的帮扶下申请到金融扶
贫小额贷款 5万元发展鸡、猪养殖，第
一年收入 6万多元。随后又流转土地 16
亩与韩孝卜签订香葱订单种植，采取西
瓜、香葱、小麦循环种植模式，年收入
10多万多元。

益农种植合作社负责人刘新芳告诉

记者，他现在利用45座大棚，采取“西
瓜+红薯”套种模式，仅繁育的红薯秧
一年就出售2茬，每茬收入1万多元，秧
苗、红薯远销广东省广州、湛江等地。

产业发展了，群众生活水平提高
了，人居环境改善逐渐提上议事议程。

从 2016年开始，该村先从环境卫生
整治入手，填平村内的 3个垃圾坑，建
成了标准化村室，并对村内6000米道路
进行全部硬化。初见成效后，极大地激
发了村民参与的积极性，村民们有钱出
钱、没钱出力，全都积极投入到美丽乡
村建设中。

接着，该村投资 300万元建设了文
化舞台、老年活动中心等；安装太阳能
路灯 430 多盏；新建文化健身公园一
处，街道绿化美化一新；并在全村进行
了危房改造、庭院建设和厕所革命等工
程……使该村呈现出人在画中走、车在
绿中行的美丽乡村新面貌。

2019年，该村又投资 300万元，建
设了集观光、农产品展示、历史文化展
览为一体的“三农共享中心”，让群众
在娱乐休闲的同时感受该村的文化底
蕴。现在，该村污水处理厂正在建设之
中，将在年底完工运行。

“今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
标实现之年，也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
收官之年。我们会不留余力地带领全村
群众在乡村振兴的路上奔跑。”中原银

行商丘分行驻该村第一书记王根生说，
“在今后的工作中，在战略上将把脱贫
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在产业上实
现百花齐放，调动一切力量发展多种经
济，在美丽乡村建设上聘请上级规划设
计院对该村进行了村级规划。相信，以
后的帝东村会更加富裕、更加美丽，将
成为豫东平原一颗璀璨的明珠。”

帝东村：黄沙地里绽放新容颜
本报记者 黄业波

建筑风格别致的帝东村“三农共享

中心”。
本报记者

黄业波
摄

帝东村几位妇女在合作社的红薯大棚里劳作。

本报记者 黄业波 摄

本报讯（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甄 林） 7月
14日，位于睢县产业集聚区内的河北雄安制鞋产
业园项目建设现场，机械轰鸣，车辆穿梭，施工
建设正忙碌而有序地进行。

如何提速产业升级、百城提质、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为睢县高质
量发展强筋壮骨？今年以来，睢县县委、县政府
面对疫情形势，审时度势，按照市委、市政府提
出的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十个一”工作体系要
求，聚焦全省县域治理“三起来”目标，成立项
目建设工作专班，跟进落实，建立日汇报、周调
度工作机制，第一时间贯彻落实省、市、县重点
项目开工复工文件政策精神，确保重点项目按计
划开工复工。

该县发改委主任闫玉敏介绍说，2020年睢县
共计安排县级重点项目 136个，已开工项目 130
个，省重点项目3个、市重点项目45个已全部开
工。在全市第一季度重点工作观摩评比中，睢县
重点项目工作位居全市第一位，4月份代表商丘
市参加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观摩点评活动，
省委书记王国生、省长尹弘等省领导相继莅睢指
导并给予充分肯定。

为确保重点项目建设顺利进行，该县通过强
化“一线工作法”，实行“一站式、一条龙、保
姆式”和“两个零不接触”全程服务模式，为项
目建设创造良好环境。通过强化“放管服”改
革，全面提速“一网通办”前提下“最多跑一
次”改革。实行重点项目建设目标责任制，按照

“六个百分之百”环保要求组织施工，严格工程
控制，严格安全监管，确保全年项目建设安全无
事故。通过强化项目保障，完善投融资机制，为
项目建设提供资金保障；加强农村土地整治，促
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确保用地需求；加大
政府帮助企业招工力度，优化用工环境，确保重
点企业用工需求。围绕“四比四看”工作，盯牢
全年目标任务，按照项目建设时间节点精心组织
施工，争取项目早开工、早竣工，早投产；强力
推进“马上办抓落实”、重大项目联审联批周例
会、城建项目联审联批周例会、“一清单四机
制”和周例会、月督查、季观摩、年总评等工作
机制常态化、制度化。

截至目前，睢县共入库储备项目177个，总
投资 1029.4亿元；谋划专项债券项目 30个，总
投资 100.2 亿元；省市重点项目投资完成率
68.78%，开工率 100%，重点项目联审联批完成
率100%，均位居全市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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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郑书记上任后为村里建村室、搞绿化、建厕所，两年来已垫
付16万元。这事他虽保密，瞒家人、瞒百姓，可难瞒我！”7月12
日，睢县尤吉屯乡韭菜园村村主任老司由衷地赞扬村支部书记郑学
思。在该村群众甚至周边群众心目中，郑学思总是吃亏在前，任村
支部书记两年来，带领村民把一个落后村一跃变为先进村。

2018 年，当过兵、教过学、有 30 年党龄的郑学思被群众推
荐、乡党委任命为韭菜园村支部书记。他上任没三天，先去濮阳县
拜访了全国劳模、西辛庄支部书记李连成。老李告诉他：“当干部
就得认吃亏，就得常念‘吃亏歌’。”从此，“认吃亏”的思想就在
郑学思心中根深蒂固。

“我是‘半路上’失明的，郑书记就把我当成他的亲人，没少
照顾我。”村民余方园说起郑学思，老泪纵横。几年前他患了脑瘤
后失明，去年秋天，由于犯病得再去省医院。郑学思知晓了此事，
找四五个人护着，亲自开车把他送进省医院。挂号、求医、取药，
直至安顿完毕。“那次他为我垫了多少钱，现在我都不知道。”

村民翟兴影患类风湿病已 30年，至今还躺在床上，一双乌黑
带病的腿不能伸直，每月要两三次进县治疗。每次都是郑学思开车
把他往医院送，并垫付医药费。翟兴影心里过意不去，可郑学思
说：“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我帮你还不应该啊？”

83岁的杨明芝一辈子生了仨儿子，大儿子过继出户了，另外
两个儿子病故了，自己常犯高血压、心脏病。她夸赞：“学思比亲
儿子都亲，我每次生病，都是他送我去医院，吃药、打针从没有让
我花过钱。”

“现在无论俺村有啥事都找他。”该村村民吴秀兰说，自从郑学
思任支部书记后，他跑车的活不干了，一年少收入 10多万元；儿
女们每月给他的 2000元零花钱，也都用在了村里修路、建公厕、
粉刷街道上，就连路边的绿化树，也是从他家院里移过来的，5年
前他为买这两棵树就花了 500多元。“他上任后从没沾过村里的
光，都是自己吃亏往村里贴钱，我们这次没选错。”一句句肺腑之
言，一件件感人事迹，郑学思在韭菜园村党员群众的眼中，是一位
立党为公、勤政为民的典范。

村支书常念“吃亏歌”
甄林 段海臣 屈效东

—致富路上领头人

7月16日，施工机械在睢县苏子湖畔人行步道进行打桩。苏
子湖景区是该县“三湖一河”文旅项目之一，重点突出湿地自然
风光，目前正在紧张施工。本报记者 黄业波 摄

本版新闻统筹 黄业波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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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
bao.com/0370/08），公开拍卖商丘市梁园
区平原路西侧新兴路南侧仁和花园 9号楼
3-606房产，建筑面积为 94.06平方米，用
途为住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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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法官 电话：17603706183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2020年7月16日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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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旋路东侧新双
庙村9号，总建筑面积为397.60平方米（包括
建筑面积为257.72平方米的成套住宅及其所
占用的土地房地产和加建的总建筑面积为
139.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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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法官 电话：17603709533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2020年7月16日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定于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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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区神火大道西侧富饶新城 29#楼 2单元
18层 F户，建筑面积为 133.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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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法官 电话：17603709533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2020年7月16日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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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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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侧
富饶新城 2号楼 3-306房产，建筑面积
为 1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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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法官 电话：17603709533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2020年7月16日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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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拍卖张桂林名下位于
民权县科研路南侧一处商业房产，建筑面
积为 441.00平方米，设计用途为商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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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法官 电话：17603709533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2020年7月16日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定于2020

年 8月 1日 10时至 2020年 9月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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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变卖商丘帝城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
帝城国际一期2号楼101铺、帝城国际一期5
号楼102铺，建筑面积分别为109.18平方米、
117.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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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法官 电话：17603706268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2020年7月16日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变卖公告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定于

2020年 8 月 1日 10时至 2020年 8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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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拍卖商丘市梁园区八
一路北归德路东都会国际三期 8#楼东 3单
元 3层东户住宅房，建筑面积为 106.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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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17603706279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2020年7月16日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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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854980473.htm?spma213w.7398554.
paiList.16.3ea33662TnKaNG，户名：永城
市人民法院），公开拍卖永城市东城区中
原路西东方大道南商住房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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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法官 电话：13700701515
永城市人民法院
2020年7月16日

永城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