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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新闻统筹 单保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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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出出彩彩河南 圆梦
小小康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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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吴屯村位于梁园区孙福集乡
政府南3公里处，距商丘市区30公
里。小吴屯村现有村民236户1256
人，贫困户25户70人。现有党员
10人，预备党员1人，入党积极分
子1人。全村耕地面积1113亩，可
灌溉地面积 1100 亩，坑塘地 10
亩，围村林地50亩。

村庄群众主要收入来源为山药
种植、储存、销售、运输，还有其
他农作物种植和牲畜养殖。近几
来，通过“一事一议”扶贫项目的
上级支持，目前已完成了文化广
场、图书室、村办公场所、标准化
卫生室等项目，种植风景树 500
株，道路硬化12公里等工程。

通过落实脱贫攻坚各项政策，
该村从经济发展、民生事业、社会
保障、乡村振兴、精神文明建设等
五个方面精准发力，实现让群众走
平坦路、喝安全水、上卫生厕所、
住整洁房子、用清洁能源、居美丽
乡村、树文明新风的预期目标。

（单保良整理）

小吴屯村村情“这一卡车能装 5吨山药，一会就发
往浙江宁波。最近餐饮业形势正在好
转，山药的市场需求也在增加！”7月 16
日上午 10时，梁园区孙福集乡小吴屯村
村民庞战营正在和工人一起从冷库往外
搬山药。

走进这间建在农家小院的冷库，凉
飕飕的冷气迅速袭来，只见 4米多高的
库房整整齐齐摆放着一排排堆得像小山
一样的山药，工人站在两米多高的梯子
上小心翼翼取下一根根山药，传给另外
一个人，放到小推车上，运到室外，再
装进大卡车。庞战营说：“现在不是旺
季，每四五天出一车，销往湖北武汉、
浙江宁波、山东济南等地，基本上一年
能销售100车左右。”

29 岁的庞战营原是建筑工地的焊
工，近几年改行做起了山药买卖。聊起
自己的山药经营，他由衷地说：“比干焊
工强太多了，这一年下来，怎么说也能
挣一二十万！”

小吴屯村党支部书记朱照学是村里
山药经营的领军人物，20年前他就开始
在郑州北三环陈寨蔬菜批发市场从事山
药销售。“那个时候，我们村种山药的
多，我都是从老家拉到郑州卖，盈利还
不错。”

2008 年，为了提高山药的存放周

期，调节市场供应对山药价格带来的影
响，朱照学带头在村里建了第一个冷
库，80 平方米，可以存放山药近 100
吨。有了自己的冷库，朱照学的山药销
售更是“如鱼得水”。“2013年铁棍山药
市场好的时候，批发价十八九一斤，当
年就挣了七八十万。”朱照学高兴地说。

“自己富不算富，带着乡亲们一起富
起来才算富！”2017年，老支书卸任，乡
亲们推举朱照学为村党支部书记，带领
村民做大做强山药产销。

村民贾明山是退伍军人，转业后也
从事山药销售，现在每年销售 450 多
吨。在自家的冷库，贾明山拿起一根根
带着泥土的山药给我们介绍，“这是咱们
本地的菜山药，也叫滑皮，清脆可口，
这个价格低，产量高，比较好销。这是
从山东进的白玉山药、这是从河北进的
紫药……我这里有七八个品种呢，今年
要不是受疫情影响，这个库的山药差不
多销一半了！”

小吴屯村有种山药的历史，最多的
时候全村 1100多亩耕地三分之二种的都
是山药。由于山药种植不能重茬，慢慢
村里的种植大户开始走出去包外村、甚
至外县、外省的地种山药。

五年来，市人社局驻小吴屯村工作
队还联合村领导班子，大力扶持山药产
业，小吴屯村山药产销的路子越走越
宽。市人社局驻小吴屯村第一书记周广
智说：“村里的种植大户朱照正今年在周

口西华县包了 98亩地种山药。种山药成
本高、管理难，但是收益还是很可观
的。村民们自己都感叹，这哪是种山
药，这简直就是种金条啊！”

周广智说：“从我们村现在有冷库31
座，山药年储存量达 1050吨，注册了定
海神针、怀美两个品牌，小吴屯村已经
从山药种植转向了山药产销，山药产业
的高速发展在带动村民发家致富的同
时，也给村里的贫困户提供了就业的岗
位和机会，每年的用工就有 1200 多人
次，每人每年收入近万元。”

“我们村就不缺干活的岗位，村民干
完自家的活，都去冷库帮忙装卸车，一
天就是 80 块的工钱。”“种山药是技术
活，挖山药也是技术活儿，我们村的劳
力都会干，特别是挖山药的时候给种植
大户帮忙，一天的工钱就得四五百。”村
民你一言我一语地说。

66岁的村五保户朱文社是周广智的
帮扶对象。2016年，周广智出资 1700元
帮朱文社买了1头母羊和3只小羊羔，又
协调帮扶资金给他打了地坪、盖了羊
圈、垒了院墙。这几年，朱文社的 5亩
土地流转出去种山药，家里的羊也从 4
只发展到 20多只。他说：“真心感谢驻
村干部，没有他们，我不可能过上这样
的日子。”

“今年，驻村工作队和乡里又协调
100万帮扶资金在村里建了400平方米的
蔬菜保鲜库，我们村的山药产销会越来
越红火！”朱照学充满信心地说。

小吴屯村：山药产销富一方百姓
本报记者 李艾凌 李 岩 单保良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2020年8月6日10时至2020年8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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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拍卖商丘市中州路与文化路交叉口苏州河畔小区第10幢118号房产（合
同备案），房屋为钢混结构，建筑设计用途为商业（毛坯房），房屋总层数11层，所在层数为1-2
层，建筑面积：219.42平方米（含小区供暖设施所占用的住房面积），土地性质为国有出让土
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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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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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6日10时至2020年8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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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拍卖商丘市南京路南豫苑路东建业桂园8#楼3单元5层
西户房产，房屋为混合结构，建筑设计用途为成套住宅，房屋总层数 6层，所在层数为 5
层，建筑面积：168.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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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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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6日 10时至 2020年 8月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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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路 21号干
休所家属院6号楼东单元1层东户房产，房屋为混合结构，建筑设计用途为成套住宅，
房屋总层数4层，所在层数为1层，建筑面积：129.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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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第二次）

本报讯（董献华）“当前，创建工作已到关键节点，
各部门各单位一定克服侥幸心理，思想认识再提高，工
作标准再提高，拿出‘赶考’的精神，向市委、市政府
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 7月19日，梁园区委书记薛凤林
向全区吹响“两城”联创的冲锋号。

梁园区各级各部门从思想上深刻认识创建工作的重
大意义，讲政治、讲大局，切实在行动上与市委、市政
府保持高度一致。开展督导检查，及时发现、交办、解
决问题，推动整改落实，相关职能部门要重点针对“门
前三包”、交通秩序、市政建设项目等重点难点，定岗、
定人、定责，切实把职责、任务分解压实到每个人身
上，做到全员上阵、有的放矢、精准发力。针对全区城
市基础差、承载能力弱的现状，各级党员干部要冲在一
线、干在一线、谋划工作在一线，采取超常规的方法，
推动创建工作落实落细。

梁园区成立8个督导组每天下沉一线严格督导，根据
督导情况，及时提出奖惩和追责意见，对工作标准高、
成效显著的予以提拔重用，对松懈麻痹、敷衍应付、贻
误战机的单位和个人，按照组织程序从严从快追责问
责，确保圆满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创建任务。

梁园区

扎实做好“两城”联创工作

7 月 18 日 16 时，梁园区
新建路与滨河路交叉口西 50
米，一辆小汽车突然起火，
火势很大，围观人很多，情
形十分危急，一旦发生爆
炸，后果不堪设想。

正在此路段作业的梁园
区城管局洗扫903环卫车司机

刘东、养护902环卫车司机邢意强，发现火情后二人赶到起火
现场。在展开救援的同时，刘东迅速向公司报告了险情，公
司接到电话后，派人火速增援。

为避免起火车辆发生爆炸，刘东一边用高压水枪压制火
势，一边大声劝阻围观群众远离现场。增援人员到达现场后，
见路过车辆很多，立即投入疏导交通。刘东、邢意强用水枪对
油箱底部进行冷却，几分钟后将汽车起火部位全部扑灭。

“整车烧得比较厉害，好在明火被及时扑灭，没有蔓延
开，如不及时控制住，说不定波及到过往车辆，还有可能发
生次生灾害。”一位到达现场的消防员说。

现场采访得知，刘东每天都在滨河路全线洗扫作业，洒
水降尘。对于车主的感谢和消防员的赞赏，刘东说：“水火无
情，当时什么也没想，就是想快些把火扑灭，把损失控制到
最小范围。”

梁园环卫好司机
不惧危险勇灭火
本报记者 单保良 通讯员 李春艳

本报讯（张凤霞）为巩固前期创卫成果，以“全面
开战、突出重点、攻坚克难、求实创新、争创亮点”为
工作方针，7月 20日，八八街道办事处班子成员带队督
查分包创卫区域，实行全覆盖网格化监管，确保创卫不
留死角。

突出重点，攻坚克难，全面优化辖区环境。坚持把
创卫工作作为首要任务，传达区创卫工作标准，明确时
间节点，逐级分解任务，严格创卫标准，坚持日常化巡
查与集中清理整治相结合，层层压实责任，深入开展辖
区环境综合整治。

全员出动，细化分工，全面落实创卫任务。街道办
事处全体工作人员与社区干部，不畏炎热全天候深入创
卫一线，严防死守，高压整治，进一步细化分工，形成
街道、社区、小区三级齐抓共管，形成“动态化、网络
化、全覆盖”的工作机制。

八八街道办事处将继续常态化开展监控和整治工
作，做到行动再升温，责任再压实，齐心协力，迎难而
上，为推进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保驾护航。

八八街道办事处

创卫再发力 持续不放松

近日，白云街道办事处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辖区内
小区、楼院向居民宣传文明城创建相关知识。为更好地
对辖区居民进行宣传，志愿者耐心细致地向居民讲解创
文明城市的相关知识，提高辖区居民对创建文明城市的
知晓率、参与率。 陈宝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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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炎热夏日，正值葡萄成熟季节，李庄乡潘堂村葡萄采摘园葡
萄长势喜人。近年来，该乡引导种植户以科技为依托，以市场为导向，以农
户增收为目标，采用“合作社+贫困户+市场”的运行模式，走规范化种
植、产业化经营之路，培育“产业工人”，让农户实现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本报记者 邢 栋 摄

7月19日，技术人员在
对机械设备进行检测。位于
梁园区豫发双创产业园内的
斯派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总
投资 2 亿元，是一家研发、
生产、销售微型履带起重机
的专业性公司，产品以自主
出口为主，其自主研发生产
的SPT系列产品填补了相关
领域国内空白，并远销世界
各地。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