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是永城市力争实现全国文明
城市“两连冠”的关键之年。今年以
来，永城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
本，不断强化精神文明建设，在公益广
告常态化宣传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公
益广告投放数量，营造浓厚宣传氛围，
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如今，漫步在永城的大街小巷、公
园广场，各式造型别致、制作精良、内
涵丰富的公益广告，成为永城市一道道
亮丽的风景线。

把握导向 服务基层

“咱永城的公益广告数量多，质
量高，宣传到位，很有教育意义。”9月
1日，在中原路与光明路交叉口附近公
交站牌等车的刘道学老人如是说。老人
背后，“共创文明城市，共建美好家园”
等公益广告熠熠生辉。

不止公交站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精神、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2个主题词、中国
梦、讲文明树新风、关爱未成年人、“创
建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等公益广
告出现在永城市公园广场、道路绿化
带、社区小区、办公场所、建筑围挡、
铁路桥涵等处，可谓“铺天盖地”。

今年以来，永城市提档升级公益广
告宣传工作，加大公益广告投放力度，
充分发挥公益广告在普及主流价值、凝

聚社会共识、传播文明理念、振奋人们
精神、引领时代新风等方面的重要作
用。近期以来，永城市已更换、投放公
益广告近3000块。

动静结合 入眼入心

公共场所的公益广告多以固定的文
字、图画呈现，需要市民靠近驻足观
赏，而公交车、出租车、电子显示屏等

时刻变化的公益广告，堪称“流动的公
益广告”。

各路公交车车体表面，喷绘的中国
梦公益广告图文并茂；便民、永吉等公
司的出租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2个
主题词在车顶的显示屏上不断切换；超
市、银行、酒店的滚动字幕，时刻变换
着有关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宣传口号；
天香公园，东方大道与雪枫路交叉口附
近的户外大型电子显示屏，反复播放着

公益广告。
永城市努力把公益广告的思想性

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结合，让“流动的公
益广告”更容易吸引人打动人感染人，
做到入眼入脑入心。

与时俱进 内容创新

漫步城区，细心的市民可能会发
现，除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公益广
告，越来越多以抗“疫”、制止餐饮浪费
等为主题的公益广告出现在街头巷尾。

永城市把主干道上的 100多个配电
箱换上“新衣”，防疫、健身、阅读等漫
画公益广告让呆板单调的配电箱变得生
动有趣；“珍惜粮食，远离浪费”“光盘
行动”“科学饮食”“公勺公筷”等公益
广告张贴于餐馆饭店、公园广场的醒目
位置。这些与时俱进、内容创新的公益
广告如阵阵清风，直抵人们心间。

今年以来，永城市深入开展“文明
健康、有你有我”活动，巩固防疫宣传
成果，倡导市民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
式，培育全民珍惜粮食、勤俭节约的良
好社会风气，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人民城市人民建，建好城市为人
民。近年来，永城紧紧围绕以人为本、
创建为民的总要求，坚持创建标准不
降、力度不减，努力推进文明城市创建
常态化长效化，全市人民同心同德，群
策群力，齐心协力，文明程度不断提
高，文明底色越擦越亮，文明之花越开
越艳。

永城：公益广告随处见 引领文明新风尚
本报记者 袁国豪 通讯员 聂 政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定于2020年9月22日10
时至 2020年 9月 23日 10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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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凯旋路西侧珠江路北侧凯旋世家 2号楼 102铺、103铺，
建筑面积分别为 238.23平方米、283.85平方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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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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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2020年9月6日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第二次）

2020年9月7日 星期一

编辑 于 佳 投稿信箱 sqrbxq@163.com4

本版新闻统筹 袁国豪

一线传真

欢迎关注
“商丘县区新闻”
微信公众号

永城新闻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目标实现之年，也是全面打
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2020
年6月初，围绕“决战脱贫攻
坚、决胜全面小康”这一重大
主题，商丘日报社推出“百年
梦圆看百村——讲述‘决战脱
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的商丘
乡村故事”大型主题策划，永
城市选择了 10 个典型的贫困
村，作为永城记者站站长，我
全程参与了永城市的采访活
动，感受深刻，意义非凡！

其实在策划刚一公布的时
候，我感觉“压力山大”。作
为记者站长，既要做好前期永
城 10 个村的素材收集工作，
又要做好沟通和现场采访的保
障工作，能否顺利采访，一切
尚未可知。然而，当郭文剑总
编带队来到永城市侯岭乡菜园
村后，我的一切顾虑全部烟消
云散。一天的时间，我们聆听
老百姓讲述他们脱贫致富的故
事，我们亲眼见到贫困户的真
实生活状况，这些亲历亲闻让
我深刻体会到这场脱贫攻坚战
的伟大与艰辛。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
步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党对
人民的庄严承诺。采访中，一
个个贫困人员灿烂的笑脸和渐
渐鼓起的腰包，一个又一个精
彩的奋斗故事，一位又一位奔
忙在脱贫攻坚一线的基层干
部，令我感受到打赢脱贫攻坚
战这一重大举措的深刻意义。
恰如在采访双桥镇碱荒村时，
村委会主任李广云所说“是党
的好政策让我们村改变了贫困
命运， 如今的碱荒村，环境
美了、日子好了，群众的精神
面貌焕然一新，获得感和幸福
感更强了！”

不只双桥镇碱荒村，侯岭
乡菜园村、黄口镇曹楼村、马
桥镇李庄村、太丘镇吴圩村、
李寨镇支庄村等贫困村都在发
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个
贫困落后的村庄变成了干净整
洁的美丽乡村，一幅幅农村
美、农民富、农业强的乡村振
兴美丽画卷徐徐展开！

两个半月的一线采访，探
访了 10 个村子脱贫摘帽致富
奔小康的故事，通过这次采访
活动，使我对“四力”有了更
深刻的认识，只有在火热的基
层中练就“脚力”，在观察生
活中练就敏锐的“眼力”，在
学习思考中增强“脑力”，在
写就的稿件中练就“笔力”，
才能够写出更多“沾泥土”

“带露珠”“冒热气”的好新
闻，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用“四力”见证脱贫攻坚伟大成就
本报记者 袁国豪

百年梦圆看百村
采写体会

9月1日，永城市演集镇菊花社区文化活动广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益
广告。 聂 政 摄

本报讯（记者 袁国豪 通讯员 刘 丹） 9月 4日，记
者在永城市东方大道东段看到，机械和人工协同作业，
正在对坑洼路面和破损人行道板进行补修。

今年以来，为提升城市品位，完善城区基础设施，
永城市有计划、有方案、有部署地对城区主要街道、公
园广场坑洼路面和损坏人行道板进行补修，对雨水管网
进行疏通，全面掀起施工大干的热潮。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形
象、方便居民生活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永城市以改善
出行环境，提高城市文明化程度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
断升级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城区功能逐渐完
善，环境更加干净整洁，群众出行更加便捷，处处彰显
着文明和美好，群众的幸福感也在不断增强。

据了解，目前该市已经铺设彩砖2万平方米，疏通管
道 9000米，更换各类井盖、雨水箅子 1000套，提井 120
个，修补荷兰砖1.5万平方米，清淤6000余米，安装防坠
网 500张，修补坑槽 2300平方米，更换树坑石、路边石

120块。

永城

强化城区基础设施建设
夯实文明城市创建基础

9月1日，志愿者在永城市人民广场为过往群众发放文明手册，引导市民从自身做起，说文明话、办
文明事、做文明人，共建共享文明家园。 孙海峰 摄

本报讯（记者 袁国豪 通讯员 庞龙龙）开学季到来，准
大学生们陆续地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即将踏上新的人生旅
程。为了帮助更多的永城困难学子圆梦大学，2020年，永城
市委、市政府持续开展“党晖温暖·大学圆梦”活动，充分利
用好各项助学政策，多渠道、多形式开展资助工作，切实帮助
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减少他们的后顾之忧，为他们创
造良好的求学氛围。

“在2017年至2019年三年里，我们共资助贫困大学生2846
人，发放助学金 1081 万元，为永城脱贫攻坚贡献了爱心力
量，为国家培育了栋梁人才。今年继续对困难大学生实行资
助，低保户、贫困户、孤儿，以及家庭成员有重残、重疾的大
学生都可以申请，申请人可以到乡镇民政所或者市慈善总会报
名。”永城市慈善总会秘书长李建设介绍，百年大计，教育为
本，永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坚持政府主
导，社会参与，慈善运作。

据了解，“党晖温暖·大学圆梦”活动从 2017 年开始，
2017年资助474人，发放助学金151万余元，2018年资助1013
人，发放助学金382万余元，2019年资助1359人，发放助学金
547万余元，今年资助计划仍在进行。实施三年来，在政府的
支持下，财政部门、永城市爱心企业，以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
积极参与，共同为永城学子的大学梦保驾护航。

永城

开展“党晖温暖·大学圆梦”活动

本报讯（记者 袁国豪 通讯员 朱科铭）近日，永城市看
守所荣获“全国标兵看守所”授揭牌仪式举行，实现了全省县
级公安机关创建“全国标兵看守所”零的突破，标志着永城市
公安监所安全文明管理水平提升到了新层次，发展进入了新阶
段，建设迈上了新台阶。

近年来，永城市看守所认真落实加强监管工作部署，聚焦
防控风险，着力补齐短板，围绕“保安全、除隐患、求实绩”
总体目标，在确保公安监所安全文明的基础上，坚决落实“六
个决不允许”，连续 7年被评定为国家一级看守所，被公安部
评为“全国公安监管部门法治文明窗口建设活动成绩突出单
位”、“三共”活动先进单位；被省公安厅评为河南省“五化建
设”先进单位；实现了民警无违纪和监所无事故的“双无”目
标，确保了各项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创造了连续 33年
安全无事故的业绩。

永城市看守所

荣获“全国标兵看守所”称号

“上一茬火龙果刚采摘完，客商反映味道
不错，付出总算得到了回报。”9月3日，永城
市侯岭乡的河南至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
王恒说。

王恒今年 27 岁，是夏邑县车站镇人。
2010年高考后，他放弃了继续求学，成为一名

“打工仔”。王恒辗转到上海等城市打工，体会
到了生活的艰辛，在外打拼的不易，于是他有
了返乡创业的念头。2015年，他回到家乡，利
用在外地学到的技术进行蔬菜种植。

王恒如何与火龙果结的缘？2016 年的一
天，王恒去奶奶家时，奶奶给了他一个火龙果
吃，他萌生了一个想法，火龙果是南方水果，
在北方农村可是稀罕水果，能不能在我们当地
种植呢？通过在网上查询，王恒了解到，火龙
果这种水果可以在北方种植，于是王恒决定在
蔬菜大棚内种植火龙果。

2018年，王恒得知陕西省有很多火龙果种
植基地，一些村民靠种植火龙果走上了致富
路。2019年年初，他只身到陕西省进行实地考
察，购买了 3000多株优质火龙果果苗进行种
植。但由于大棚内的温度达不到火龙果生长的
最佳温度，导致火龙果生长缓慢。

“想要火龙果健康生长就要建一座条件更
好的标准温室大棚，但自己建投资太高。”王
恒说，他一直都在周边地区寻找可以出租的标
准温室大棚。2019年3月，王恒通过同学得知

永城市侯岭乡生态百果园内，一座标准温室大
棚正准备出租。听到这个消息后，王恒立刻赶
到了永城市考察，2019年6月，他就在这里种
植了 2500株优质火龙果果苗。凭借对火龙果
的热爱，他不断学习种植技术，逐渐摸索出一
套适合火龙果种植的方法，也带动了当地不少
群众就业。

“我们引进的品种有‘金都一号’‘无刺黄
龙’‘燕窝果’等，公司利用双层种植技术提
高火龙果的产量，预计亩产比普通单层种植增
加75%—80%。”王恒笑着介绍到：“下一步，我
们计划将农场打造成采摘体验园，为市民提供参
观、采摘等项目服务，带动更多群众致富就业。”

“90后”小伙永城创业

火龙果让日子更红火
本报记者 袁国豪 通讯员 王 蕾

王恒正对火龙果的枝条进行修剪。
本报记者 袁国豪 摄

9月3日，群众在永城市龙岗镇秦楼村蔬菜种植基地查看
蔬菜长势。该基地占地 10 余亩，主要种植豆角、白菜、辣
椒、萝卜等蔬菜，带动当地5人增收。 聂 政 摄

9月3日，村民在药材加工厂内对白芍进行挑拣加工。该
厂位于永城市太丘镇吴圩村，主要对白芍、何首乌等中药材
进行加工，产品销往安徽亳州，带动当地10余户村民致富增
收，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 本报记者 袁国豪 摄

践行嘱托争

乡村振兴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