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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睢阳区公布2020年度文
明家庭名单，路河镇李瓦房村的刘
秀丽家庭名列其中。

刘秀丽今年55岁，是李瓦房村
党支部书记。刘秀丽和丈夫李守
志结婚 35年来，不但相敬如宾，而
且孝敬父母，几个孩子也都是品行
兼优、充满正能量的时代青年，一
家人相亲相爱，和睦温馨。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刘秀丽夫妇十分重视孩子良好的
道德品质和生活习惯的养成，要求
孩子做到的，自己先做到，创造出
良好的家庭氛围。在刘秀丽夫妇
潜移默化、言传身教的影响下，三
个子女只要有空闲时间，都会回到
家中看望长辈，除了买礼物外，他
们还会通过陪伴、聊天等方式排解
老人的寂寞。

不仅如此，三个子女也都养成
了自立自强的性格，生活上独立自
主，工作中踏实肯干，思想上力求
上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奉献着
自己的青春力量。长女李丹是中
华骨髓库的一名志愿者，她说：“多
一个人加入，需要骨髓移植的患者
就会多一份希望。我希望通过自
己的实际行动，影响身边更多的人
加入到志愿者队伍中。”

作为一名村党支部书记，在面
对村里千头万绪的工作时，家人的
理解和支持尤为重要。疫情爆发
初期，刘秀丽每天起早贪黑，坚守
在疫情防控一线。为了减轻她的
工作重担，李守志一个人承担起家
里的一切，还做起了值守人员的送
餐员；在防疫物资紧缺的情况下，
儿子李楠经过多方筹措，为村里捐
了600只口罩；李丹舍小家为大家，
始终坚守在抗疫一线；小女儿李茹
慷慨解囊，也为疫情防控捐献了自
己的一份爱心。

去年年底，引江济淮（商丘段）
工程调蓄水库选址李瓦房村，更是
加重了该村“两委”干部的工作
量。为了高质量完成任务，在刘秀

丽的带领下，大家加班加点、任劳任怨，没有一个人退缩。为了
减轻刘秀丽的工作压力，家人又一次站出来成了她坚强的后
盾。“有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我干啥都有劲。能为村里办些实
事，我心里特别高兴。”刘秀丽说。

多年来，刘秀丽一家人在工作上踏实负责，生活中热心善
良，与街坊四邻和睦相处，对弱势群体关爱有加，精心经营出了
一个洋溢着温暖、文明的美好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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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邵群峰 通讯员 沈亚茹）“这个扶手
只在电视上见过，没想到有人能给我免费安装一个。这
样的照顾和待遇，搁以前想都不敢想。”8月12日，家住古
城安置区（阏伯社区）87岁的张登科，拉着睢阳区古城街
道办事处妇联主任葛亚丽的手激动地说，“太感谢政府
和慈善基金会了！”

据了解，8月 8日至 8月 12日，古城街道办事处携手
浙江安福利生慈善基金会开展“七安计划”，为 200户高
龄老人免费安装“无障碍浴室扶手”。“七安计划”即安
仁、安心、安养、安济、安康、安净、安学，是古城街道办事
处妇联和安福利生慈善基金会针对高龄老人制订的惠
民计划。经过两个月的走访，选出200户85岁以上需要
帮助的高龄老人，按照生活习惯为他们量身安装无障碍
浴室扶手、上翻浴椅和防滑地垫等。

无障碍浴室扶手等安装行动，体现了社会各界对高
龄老人的关注和关心，让高龄老人感受到来自党和政府
的惠民政策和社会团体的爱心，让老人们笑在脸上，乐
在心间。随着创文工作向纵深推进，人民群众切身感受
到了越来越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睢阳区古城街道办事处

“七安计划”让老人乐在心间

本报讯（李松柯 程 旭）“自从有了网格员，居民
乱扔垃圾、随地吐痰的不文明现象没有了，环境比以前
更好了……现在大家都自觉维护社区秩序和环境卫生。”
睢阳区古宋街道办事处堤口社区居民李女士笑着说。

自“两城”联创工作开展以来，该街道办事处把所有
人员划分到各个网格内开展工作，200余名专职网格员

“变身”宣传员、劝导员、巡查员，以饱满的热情、十足的干
劲为“两城”联创工作贡献网格力量。

做群众的“宣传员”。向居民发放《创建文明城市 共
享美好家园》明白纸，张贴宣传海报，加大文明城市创建
知识宣传力度，倡导文明新风尚。

做群众的“劝导员”。走访入户，对辖区内毁绿种菜、
乱搭乱建、乱堆乱放等行为进行劝导，并协助群众清扫街
道、清理卫生死角、清除“牛皮癣”小广告，有效改善了公
共环境，赢得了群众认可。

做群众的“巡查员”。利用工作优势，对照文明创建
标准，深入街头巷尾开展日常巡查，对不文明现象，能现
场整改的现场整改，不能现场整改的通过网格微信群进
行上报，由街道网格中心进行分流交办、督促整改。

睢阳区古宋街道办事处

社区小网格创建大文明

本报讯（刘 力 王满意）暑假又逢汛期，为确保青少
年生命安全，近期，永城市新桥镇组织无职党员设立防
溺水责任岗，做好防溺水工作。截至目前，全镇18个村
420名党员加入防溺水责任岗，修建坑塘围栏2万多米，
发放《致全镇家长的一封信》4000多份，家访2800人次，
有效加强了全镇青少年汛期防溺水管理。

防溺水责任岗以村为单位，成立以村党支部书记为
组长，村干部、党员、教师、志愿者为成员的工作小组，村

“两委”按照沟河划分责任区，明确无职党员责任岗，规

定每个坑塘、沟河有 3名至5名党员值守，挂牌上岗，确
保每一处沟河有责任人，全程监护。同时，通过悬挂横
幅、张贴标语、发放明白纸等方式普及防溺水安全知识，
营造浓厚舆论氛围，村“两委”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走村入户，教育青少年儿童远离水面，不要在沟渠附近
嬉戏玩耍，并发放《致全镇家长的一封信》，要求所有监
护人切实肩负起监护责任。确保坑塘、沟河有河长，村
里有党员防溺水巡逻队，在重点时间段和重点预防区开
展巡逻。

永城市新桥镇：村村建立党员防溺水责任区

传承好家风

本报讯（朱光伟）“我会演奏《小星星》了！”8月15日，在
民权县老颜集乡渔王庄小学陶笛演奏教学课堂上，听完帮
扶老师金磊讲授演奏方法后，8岁学生张净心的演奏赢得
大家的一片掌声，她拉着妈妈的手高兴地说。

“通过参加‘音为爱·心乡连’基层音乐教师公益培训，
帮助我们农村教师增强了教学理念，提升了我们的教学能
力，给我们带来了切实可行的经验，为以后在音乐教学中，
让孩子们真正感受到音乐的魅力打下了基础。”老颜集乡第
一初级中学音乐教师杜静感触颇深。

“帮扶队员不顾天气炎热，给我乡音乐教师和学生们授
课，同时给学生们捐赠了音乐器材，表演了诵读、快板、舞蹈
等节目，大家都很感动。”该乡中心校校长贾世兴感激之情
溢于言表。

据民权县教师进修学校校长吕兆伟介绍，为进一步提
高基层音乐教师专业技能，在深圳市慈缘慈善基金会的支
持下，由该县教师进修学校承办，“音为爱·心乡连”教育扶
贫爱心助学公益团队具体实施的“民权县2020年暑期专职
音乐教师技能专项培训班”，自8月10日起，在县直幼儿园
进行为期一周的培训。这次来到老颜集乡渔王庄小学，意
在培训期间结合该县农村学校音乐教学现状，深入乡村做
好帮扶活动。他们将继续通过今年的“送教下乡”培训工

作，结合本次活动，在做好长期培训的基础上，派驻公益团
队志愿者深入帮扶学校开展送课下乡、持续支教等活动，更
大程度上巩固“双基地”结对帮扶成果，助力该县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工作。

“点亮学生艺术梦想，奏响精准扶贫乐章，是我们这个
教育扶贫公益团队的宗旨。我们的成员以九大音乐学院师
生为基础，联合各高校、社会文艺团体的青年教学骨干，定
期在贫困地区开展基层音乐教师培训，通过对贫困地区音
乐教师的培训，提高音乐教师的教学水平，从而实现学校艺
术教育的普及，让学生也能拥有相对平等的接受艺术教育
的机会，并培养有艺术天赋或有艺术梦想的少年儿童成
才。”提起这次“教育扶贫”活动，慈缘慈善基金会“音为
爱·心乡连”公益团队负责人毕姗姗说。

民权：“送教下乡”培训乡村音乐教师

8月15日，工人们
在扶贫车间内生产钢卷
尺。位于虞城县稍岗镇
韦店集村的珂铭工量具
有限公司在该村设立了
扶贫车间，以加工组装
钢卷尺为主，整个车间
有员工200多人，其中
建档立卡贫困户近百
人。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8月15日，市民卢
森林（左二）和妻子刘
翠英及两个女儿一同展
示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
记证书。截至目前，我
市爱之源服务队已接受
近500人签署遗体无偿
捐献协议。

本报记者 邢 栋 摄

本报讯（记者 张 辉）8月
14日，商丘市公路养护中心组
织 20 名党员志愿者到梁园区
长征街道办事处福源社区开展

“党员社区行、共创文明城”志
愿服务活动。

活动中，党员志愿者们清除墙面小广告，捡拾路面垃圾，清
扫卫生死角，清理楼房飞线，并向社区群众宣传我市“两城”联
创相关知识，激发广大群众参与创建的热情。

此次活动不仅改善了居民的居住环境，而且提高了党员的
服务意识和工作热情，拉近了党员和居民之间的距离，深受社
区群众的欢迎。活动结束后，党员志愿者们纷纷表示，今后将
一如既往参加进社区文明志愿服务活动，宣传和带动更多的人
参与到我市文明城创建工作中来。

商丘市公路养护中心

党员志愿者扮靓社区环境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定于2020年9月16日10
时至 2020年 9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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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拍卖郑州经济技
术开发区第七大街 58号 26号楼 1单元 25层 2501号房产，
建筑面积为 123.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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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6025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2020年8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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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16日 10

时至2020年9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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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拍卖刘金玲名下的位于
商丘市睢阳区侯庙居委会侯庙村的非成套住宅，建筑面积为
219.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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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6025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2020年8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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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16日 10

时至 2020年 9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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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拍卖韩秀勤名下
的位于商丘市睢阳区南京路中段路南一套房产，建筑面积
为 105.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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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6025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2020年8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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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10

时至 2020年 9 月 17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公拍
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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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gpai.net），公开拍卖河南
华茂置业有限公司使用的位于商丘市睢阳区张巡路南侧的
一宗商服、住宅用地，建筑面积 4490.605平方米，用途为
商服、住宅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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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6191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2020年8月15日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一）受委托，定于 2020年 8月 24日 15时，在河南省烟
草公司商丘市公司四楼会议室公开拍卖：车牌号分别为豫
NYC966、豫NEV777、豫NYE555、豫NW0699等旧机动车
共计15辆，整体打包拍卖。

（二）受委托，定于 2020年 8月 24日 16时，在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四楼多功能会议室拍卖商丘市凯旋路与民主路
交叉口西南角的中心广场地下人防工程商场三年租赁权，
出租建筑面积约为4446平方米。

（三）受委托，定于 2020年 8月 25日 15时，在睢县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二楼第二开标室公开拍卖位于睢县湖东路与
凤城大道交叉口路北六层房屋一幢的三年租赁权，出租建
筑面积约为7489平方米。

有意者请于 2020年 8月 23日 17时前将保证金（1号标
的 3万元，2号标的 5万元，3号标的 5万元）交至指定账户，
并于拍卖当天持身份证件提前一小时到会议室办理竞买手
续；不成交，保证金5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

展示时间、地点：自公告之日起，标的物所在地
联系电话：15539056407

商丘市亿佳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8月17日

拍卖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丘监管分局批准，下列机构获准换发金融许可证公

告，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丘归德路支行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

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1998年08月14日

住所：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胜利路与中州路交叉口东南角处

发证日期：2020年08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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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002S341140019

许可证流水号：00680749

邮政编码：476000

电话号码：03702815327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www.cbirc.gov.cn）上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丘监管分局

换发金融许可证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丘监管分局批准，下列机构获准换发金融许可证公

告，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丘平台分理处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

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1998年08月14日

住所：河南省商丘市开发区平台镇商虞路铁路口东100米路北平台新院

发证日期：2020年08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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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002U341140006

许可证流水号：00680748

邮政编码：476000

电话号码：03703166002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www.cbirc.gov.cn）上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丘监管分局

换发金融许可证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