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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定于 2020年

12月 16日 10时至 2020年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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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拍卖商

丘市梁园区凯旋路西交通局二处综合楼南数第4
间商业房，建筑面积为 125.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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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王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6177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2020年11月12日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
令第 4号）的要求，本公司对本项目进行公
众参与公示，现公示如下：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
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全文网络链接：永城市双龙医疗废物集
中处置有限公司日处置 3吨医疗废物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文本详见链接：
http://www.js- eia.cn/project/detail?type=
2&proid=
1076a0d0130d343aef37b23aa999d1a6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通过邮
寄 或 现 场 查 阅 纸 质 报 告 ，联 系 电 话 ：
18137095582；邮 箱 ：1023382689@qq.com；
地址：永城市双桥乡杨岗村县道东侧 400

米。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
评价范围如下：
（1）大气环境：根据导则（HJ2.2-2018），

确定本次评价范围为以项目建设地为中心，
边长5km的矩形范围。

（2）地表水环境：定性分析达标可行
性。

（3）声环境：建设项目厂界外 200m 范
围。

（4）地下水：西北侧（上游）以项目厂区
边 界 外 扩 0.6km，东 南 侧（下 游）外 扩
1.269km，东北侧、西南侧（流场两侧）各外扩

0.6km。
（5）土壤环境：占地范围内及占地范围

外0.2km范围内。
（6）环境风险评价范围：不设风险评价

范围。
3.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详

见链接：http://www.mee.gov.cn/xxgk2018/
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 ⁃
ml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电话。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公示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2020年11月12日

永城市双龙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有限公司
日处置3吨医疗废物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稿公示

“他当支书才不值哩，干两年多了，
没见他一分钱的工资，还从家里拿了 8万
多元捐给村里，谁不知道他是一个标标准
准的‘傻支书’！”11月 12日，在民权县
南华街道办事处大王村，“傻支书”的妻
子史俊梅向笔者唠叨。

史俊梅说的“傻支书”，即是该县南
华街道办事处大王村党支部书记苏世毅。

“俺自己家的事，他不管不问；只要
是贫困户的事，他都能搁心里。从工地上
赚俩钱，只要村里需要建啥公益项目，他
就敢往里扔钱。你说，他傻不？”

“苏支书是自己富了，不忘村民，想
和村民一起富，大家不会忘记他的。”

“你说这，倒是真的。别看俺那口子
傻，村里老少没有一个不夸他的，口碑确
实很好。”

一番家常话过后，史俊梅讲起苏世毅
的发家史。现年 46的苏世毅，1996年结
婚后，为了生计，他在工地上掂过泥兜
子，也走村串户干过打井的活以及收花生
和棉花的生意。整天南来北往地忙个不
停，也挣不几个钱。随着孩子的出生，家
庭负担加重，而苏世毅的生意却越来越不
好做。为此，小两口经常为花钱发愁，有
时甚至发生争吵。

穷则思变，2004年，苏世毅和别人合
伙修路，积累了人生第一桶金。2007年，
为了多挣钱，他开始单干修路工程，手头
越来越宽裕。2011年，他转型做房地产，
2013 年创办建筑公司，承接小区建设工
程。从此，钱越赚越多，小日子过得有滋
有味。2018年，苏世毅以高票当选大王村
党支部书记。

“大家选我当支书，我领大家脱贫致
富。”这是苏世毅上任后的口头禅。

村民王玉家，50多岁了，是村里建档
立卡贫困户。苏世毅了解到他擅长养羊，
就筹措资金帮他建了一个小型养殖场，去
年一年他赚了 3万多元，现在存栏山羊 70
多只，行情十分看好。“去年，苏支书就
把俺的‘穷帽子’摘掉了，不是他帮助
俺，俺现在不知道愁成啥样呢！”王玉家
感激地说。

长期以来，由于村里没有路灯，一到
晚上，黑灯瞎火的，给村民带来诸多不
便。苏世毅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自掏
腰包，给村里安装了 100 多盏路灯。现
在，每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大王村一片通
明。今年春节，疫情突袭，防控工作成了
重中之重。疫情期间，口罩紧缺，苏世毅

多方打听，想方设法为村民捐献了4000多
个口罩以及消毒液、酒精等防疫物品。每
到春节，苏世毅又是慷慨解囊，村里的贫
困户和80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收到送到家
的大米、面粉、食用油，他每一次都发放
近万元的物品。

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发展，文化生
活需求与日俱增，苏世毅把村级文化广场
建设当成是提高村民幸福指数的大事，他
出资 4万余元，购买了健身器材，硬化了
地面，绿化了广场四周。现在，600多平
方米的文化广场成了村民休闲、健身的好
去处。

每逢有人喊“傻支书”逗趣的时候，
苏世毅总是呵呵一笑，“如果我这样的

‘傻支书’能带领村民脱贫致富，我情愿
一直傻下去！”

“傻支书”的精准扶贫
朱光伟 苏世民

我市举办
高素质农民培训班

本报讯（记者 邵超杰 通讯员 黄萍
阁）为了服务扶贫产业发展，帮助农户提
高生产脱贫技能，近日，2020年商丘市高
素质农民培育第一期开班仪式在商丘职业
技术学院举行，来自我市各乡镇的百余名
学员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采取集中理论培育、当地实
习实训和外出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式，结
合理论教学和实训体验，邀请农业专家、
教授、农技推广骨干等授课，课程内容涵
盖农业通识、新型职业农业与农业经营管
理、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生产技术、农
产品经营管理、绿色发展等方面，以满足
农民需求为核心，为参训人员提供一次全
面系统的农业知识培训。

为更好地服务高素质新型职业农民
培训，商丘职院成立了“商丘职业技术
学院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领导组”。校长
薛明志任领导组组长，副书记陈哲任副
组长。挑选张懿坤、周德忠等认真负责
的优秀教师担任专职班主任，对学员提
出的各种问题要及时解决，认真登记学
员每日上课签到表，并严格按照新型农
民经营主体负责人培育对象的有关要
求，确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人
选，组织合作社骨干进行网上 APP 报
名，保证学员质量。

据悉，根据省农业农村厅分配的培
育工作任务，自 2017年至今，商丘职院
已连续四年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
进行培育，培育任务共 1200多人，全部
超额完成培训任务，通过新型职业农民培
育项目带动贫困农民180多人。

连日来，民权县举办2020年第一届中小学生足球联
赛，来自全县各中小学的55个代表队1000多名运动员参
加比赛。 本报记者 闫鹏亮 摄

11月8日上午，商丘市物业管理协会召开第一届第
五次会员代表大会，增补一批优秀理事和副秘书长单
位，对市级物业诚信服务优秀办事处、先进企业、“最
美物业人”等进行了表彰。图为该协会会长邹航为获奖
代表颁奖。 本报记者 魏文慧 摄

11月12日，中国邮政商丘邮件处理中心工作人员
正在紧张工作，全力应对“双十一”邮件第二波高峰。
目前该处理中心单日处理已突破38.6万件。

本报记者 邢 栋 摄

本报讯（记者 邵群峰 通讯员 卢 瑶） 11 月 11 日早
上，睢阳区古城街道办事处居民李文振像往常一样来到忠民
河畔晨练，河水清澈透亮，小花开满岸边，呼吸着清新的空
气，李文振跑得特别舒心。

今年以来，古城街道办事处切实加强开展日常巡河工
作，针对辖区内护城河、忠民河、古宋河的河道水质、河道
管护和河道整治等情况，通过提升站位、加强巡河、强化宣
传等措施，真正把“河长制”工作落到实处，不断提升水环
境治理效果。

“河长制”工作开展以来，该办事处不仅成立了“河长
制”工作领导小组，而且与相关社区、部门签订目标责任
书，抓细抓实抓好各项工作，做到守河有责、守河有方、守
河有效。通过严格落实管护主体责任，切实加强各个河段的
管理和治理，不断提升管护效果。各级河长、河段长认真履
职尽责，积极作为，定期对所负责的河道开展日常巡查，如
实记录河道日常巡查记录表、河长工作日志，发现问题及时
和相关责任社区、单位沟通解决，做好河道日常清洁。在具
体工作中，古城街道办事处对入河排污口、河道堆放垃圾等
问题进行分类治理，同时加强执法监管，充分调动各方资
源，及时掌握河道水质动态，发现问题及时清理整治。

睢阳区古城街道办事处

推进“河长制”工作落细落实

11月11日，技
术人员在民权县双
塔镇高效农业温室
大 棚 内 管 理 蔬 菜
苗。

近年来，民权
县双塔镇投入财政
资 金 800 余 万 元 ，
建起现代化的高效
农 业 温 室 大 棚 37
座，发展优质蔬菜
种植，带动 894 户
贫 困 户 稳 定 脱
贫。 豫之岷 摄

11月11日，宁陵县纪检监察干部蹲点扶贫一线，入户核实
低保、养老保险等政策执行情况，收集基层干部贪污侵占、虚报
冒领、优亲厚友等违纪违法问题线索。 吕忠箱 摄

11月10日，夏邑县北岭镇孙后寨村村民在采摘辣椒。西
瓜下去种辣椒，一年两茬，亩收入1.5万元以上。种植西瓜
辣椒富了北岭人。 本报记者 韩 丰 摄

行伍出身的黄群是宁陵县市场管理局
一名职工，自 1998年 6月起，黄群每年坚
持两次献血，就成了他雷打不动的习惯。
时至今日，黄群已经无偿献血 44次，献血
总量已高达 17600毫升，36本献血证相伴
他走过 22年公益路，早在 7年前他就被授
予“全国无偿献血奉献金奖”称号。

11月 9日星期一，采血车一早便停在
宁陵县西关十字路口旁边，今年 52岁的黄
群登车后，填表、测试，然后坐下接受抽
血。殷红的鲜血从血管里流出，静静地淌
进了血袋里。“我这是用爱心为生命加
油，我的血不知道输进多少人的身体
了。”退伍兵黄群说话做事都透着一股豪

爽劲儿。“一个成人身体中血液平均量约
为 4 升多点，我现在已经献过全身 4 倍的
血了！”

黄群和无偿献血结下情缘，第一次是
在 1998年春天。他登上献血车，克服心理
怯惧，献出了 400毫升血液，拥有了第一
张印有爱心的献血证。从此以后，每年献
血两次，就成了他永远不变的生活习惯。
献血时，他还喜欢呼朋引伴，把朋友同事
都喊上一起去，单位里的 20多位同事都是
他“带”过去献血的，大家称他为无偿献
血的“引领者”。

2004年春节前，商丘血库里AB型血供
不应求，影响危重病人的手术。黄群得知

这一消息后，立即拨通了热线电话，激动
地说：“我是AB血型，如果有紧急病人，
我愿意随时到医院去捐献。”

2013 年 2 月，他当之无愧地荣获了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金奖”。有趣的是，他
的哥哥黄辉也在同一天获得“全国无偿献
血奉献金奖”。一个家庭的兄弟俩同时获得
这个荣誉，当地群众无不为之竖起大拇
指，亲切地称他们为“热血兄弟”。

不但坚持年年无偿献血，黄群还加入
了无偿献血的志愿服务行列，与同伴一起
走上街头散发无偿献血宣传单，向人们讲
解无偿献血的好处。他发现身边有些人对
无偿献血认识上有误区，就“以身说法”，

向他们展示自己强有力的臂膀。他经常向
人们讲解无偿献血的益处，还编了一首朗朗
上口的歌谣：“义务献血，无上光荣；拯救生
命，健康身体；幸福他人，快乐自己！”

2019 年 5 月 16 日，在黄群的带动下，
宁陵县 6名志愿者来到该县妇幼保健院爱
之源服务队，填写了《中国人体器官捐献
志愿登记表》，自愿捐献遗体器官，供医疗
研究，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因
乐于助人、甘于奉献，黄群荣获了 2019年
度“商丘好人”的称号。

22 年如一日，在无偿献血的道路上，
黄群义无反顾地奉献着，用一颗爱心重燃
希望，用一腔热血延续生命。

“热血男儿”黄群：

36本献血证 22年公益路
闫占廷

践行嘱托争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 2020年 12月 14
日 10时至 2020年 12月 15日 10时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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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拍卖商丘市梁园区中州
路310环岛光彩大市场一区132铺，建筑面积：104.48平
方米；商丘市房权证 2013字第 0133711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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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叶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8011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20年11月12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 2020年 12月 14
日 10时至 2020年 12月 15日 10时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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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拍卖商丘市梁园区长征
路东货场路北市储运公司综合楼C幢 3层东户房产，建
筑面积： 135.18 平方米，商丘市房权证 2013 字第
0109640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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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李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8228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20年11月12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