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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起服务客户“连心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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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梁 磊） 为进一步加
强机关廉洁建设，增强干部职工廉
洁自律意识，今年以来，民权县交
通运输局强化四项措施，打造廉洁
机关。

思想认识到位。该局把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作为当
前和今后的一项重要工作，组织学
习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上
级党风廉政建设会议精神，不断提
高干部职工的纪律规矩和责任意
识，营造学的氛围，干的氛围，严
的氛围。

责任落实到位。该局严格落实
“两个责任”，坚持问题导向，履行
“以案促改”，细化责任落实，形成
层层有任务、人人有责任、一级抓

一级的完整链条；履行好“一岗双
责”，坚定理想信念、严守纪律作
风。

制度落实到位。该局认真梳理
各项规章制度，对不足之处进行补
充完善，使日常工作每一个环节都
做到有据可依、有规可循，促使干
部职工切实转变自身工作和生活作
风，坚持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管
事。

社会监督到位。该局把纪律挺
在前面，把规矩摆在前面，改进工
作作风。通过设立举报箱、举报电
话等方式，广泛接受监督，对于发
现的问题严肃处理，做到严守纪律
底线，不越廉洁红线，更不触碰党
纪国法“高压线”。

十三五十三五 乡村振兴看商丘

商丘一林业基地获国家级殊荣
本报讯（记者 高会鹏） 在 11

月13日海南召开的2020第五届中国
森林康养产业发展大会上，商丘龙
港湾森林康养基地被国家林业局、
中国林业产业发展联会评为全国森
林康养基地试点建设单位，成为
2020年度豫东平原唯一一个国家级
森林康养试点建设单位。

获得此次殊荣的龙港湾森林康
养基地是龙港湾集团利用两年多时
间，新建成的一家集森林食疗、森
林运动、森林养生、森林养老、森
林康复、森林研学等为一体的现化

综合性的森林康养基地。位于夏邑
县太平镇三姓庄村，总占地5100多
亩，它东邻夏邑县太平镇最大的龙
河湾中心社区，西邻 343国道和夏
邑县万亩国家储备林区，南望宽阔
平坦的韩桑公路，北依黄金水道虬
龙沟。它的成功建成不仅有效填补
了豫东平原没有国家级森林康养基
地的空白，而且还为全县人民夺取
了一个国家级的金字牌荣誉，将大
大促进我市的森林河南建设，为商
丘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做出新的更大
贡献。

11月 16日,在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夏邑县邮件转运中心，党员先
锋队正在进行快递装车。连日来，中国邮政夏邑分公司采取添加分拣设
备，延长分拣时间，增加人员、车辆，党员先锋队帮扶，投递员家属帮忙，投
递员夜间投送等多种举措，大大提高了邮件投递速度。 苗育才 摄

本报讯（记者 韩 丰 张 铨）日
前，农业农村部发布《2020年全国乡
村特色产业十亿元镇亿元村名单公
示》，依据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
镇监测结果，经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审
核和专家复核，拟推介 91个全国乡村
特色产业十亿元镇、136 个全国乡村
特色产业亿元村。我省 8镇 4村入选，
我市夏邑县车站镇、北岭镇两镇入选
全国乡村特色产业十亿元镇。

据了解，北岭镇有 7.2万亩土地，
西瓜种了 3.8万亩，西瓜下去种辣椒，
一年两茬，年亩收入1.5万元左右。还

有油桃、猕猴桃、葡萄等，经济作物
占到 80%。今年仅西瓜一项群众增收
4.5亿元以上，全镇年收入百万的瓜农
比比皆是。农民流转一亩地每年可得
1200 元，在瓜田打工每月又可收入
2000多元。

车站镇为长江以北最大的双孢菇
生产基地和省出口备案基地，并被中
国食用菌协会命名为“中国食用菌之
乡”和全国食用菌生产示范镇，2015
年被农业部命名为全国“一村一品”
小蘑菇生产示范镇。由于形成了规
模，车站镇食用菌产业已转移劳动力

6.2万人，拉动了 8个相关产业，产品
远销美国、俄罗斯、香港等 10多个国
家和地区。

2020年 7月 16日，农业农村部官
网发布了 《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
（2020—2025 年）》（以下简称“规
划”），规划提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
的首要任务，拓展乡村特色产业，优
化乡村休闲旅游业。

据了解，当前，我国乡村特色产
业蓬勃发展。建设了一批产值超 10亿
元的特色产业镇（乡）和超 1亿元的
特色产业村。发掘了一批乡土特色工

艺，创响了 10万多个“乡字号”“土
字号”乡土特色品牌。乡村休闲旅游
业快速发展。建设了一批休闲旅游精
品景点，推介了一批休闲旅游精品线
路。2019年，休闲农业接待游客 32亿
人次，营业收入超过8500亿元。

规划提出要拓展乡村特色产业，
到 2025年，培育一批产值超百亿元、
千亿元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一批
产值超十亿元农业产业镇（乡），创响
一批“乡字号”“土字号”乡土品牌。
其主要路径包括构建全产业链，推进
聚集发展，培育知名品牌等。

民权县交通运输局

四到位打造廉洁机关

本报讯（杨玲玲）“各所在走
访客户时收集起来的意见和服务诉
求，能当场解决的当场解决，不能
解决的要及时向上汇报，我们要让
客户感受到供电服务的真诚度。”11
月16日，民权县供电公司程庄供电
所所长马杰再次对全所员工做出要
求。

供电所是为民服务的最前沿，
也是展示公司品牌形象的重要窗
口，为更好服务客户，民权公司15
个供电所集体行动，进村入户进行
走访，收集客户意见和服务诉求，
同时向客户大力推广“网上国网”
APP，手把手教会客户如何下载安
装和使用，并向群众发放含有供电
所长、台区经理、供电所值班和24
小时供电服务电话的便民联系卡，
以“互联网+”营销服务为抓手，

不断推动优化营商环境、煤改电保
障、供电服务等方面工作提速提质
提效，架起服务客户连心桥。

“下载一个网上国网可以随时
查电费余额，我们豆腐厂有时一忙
起来，就忘缴电费，现在不怕了。”
程庄镇新赵庄村豆腐厂的王红丽，
通过电工学会了网上缴费后高兴地
说道。

目前，“网上国网”APP不但可
以为客户提供缴费查询、缴费服务
等内容，还可以提供业务办理，让
客户少跑腿或不跑腿，让客户享受

“指尖上的电力服务”。
下一步，该公司将持续提高服

务的便捷性、精准性和时效性，做
好电力先行官，架起客户间连心
桥，切实增强客户获得感和满意
度。

你随意走进宁陵县华堡镇的任意
一个乡村，都能看到有人在家忙着编
织吊篮，她们大多是留守在家的妇女
和老人。刘桂蓉，是华堡镇赵庄村一
位普通的留守妇女，今年 50多岁，她
从网货基地拉了 10个吊篮铁架回家进
行编织，每三天后便会准时上交吊
篮，同时结算120元的手工费。

张王氏和刘赵氏，是华堡镇年逾
七旬的贫困户，两年前两位老人也加
入了编织技工大军。她们基本每天可
以编织2—3个吊篮，每天挣到20多元
钱，一个月可挣将近 700元钱。虽然
收入微薄，但自力更生，足以让一个

留守老人活出尊严。
宁陵吊篮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一

个年轻人的功劳。他叫刘彬，华堡镇
夏寨村人。2017—2012年刘彬在阿里
巴巴事业部就职，2012年刘彬辞职带队
返乡创业，大量引进吊篮生产，帮助乡
亲们脱贫致富。如今刘彬在吊篮这个
行业中，每年的交易额有 6亿元左右，
带动全县7000多户群众增收。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宁陵县很
多农民都通过编织簸箕、篮子等手工
活，到集市上售卖养活一家人。到了
2012年以后，电商渠道的爆发赋能到
整个产业，原来一批农民的技工顺利

加入到了吊篮的编织队伍之中，熟练
技工高达上万人。刘彬从小患有疾
病，导致双腿行动不便，但这并没有
影响他的业务能力。现在，刘彬已经
成为宁陵县知名的电商带头人，年轻
人励志的榜样。他把吊篮生产加工各
个环节交给了村民，而他做的工作就是
销售。他组建了 50 人的线上销售团
队，利用互联网的营销优势，将宁陵的
吊篮卖到了全国，甚至出口到国外。

“经过近五年的打拼，宁陵藤编吊
篮的产量实现了全国第一，而在电商
平台上的销量也达到了全网第一。”刘
彬自豪地说，宁陵每年藤编吊篮使用

的PE藤连起来可绕地球N圈。
有一组数据耐人寻味：现在宁陵

每天生产吊篮的数量是 1.5万个，产业
发展带动的就业人群是 1万人，吊篮产
业每年电商销售额 6亿元，带动 680名
建档立卡的贫困户脱贫摘帽，为贫困户
每年带来的增收是7000余元。

宁陵县的小吊篮成就了创收大产
业，它圆了顾客的摇篮梦，也圆了老
百姓的致富梦。

我市两镇入选全国乡村特色产业十亿元镇

梁园区

12345热线宣传深入民心

本报讯（记者 单保良） 11月
15日，市民王女士在超市买了一双
鞋子，回家试穿发现有脱胶问题，
想去退货又怕穿过商家不给退，就
想起拨打 12345热线，很快通过区
市场监管部门解决。至此，梁园区
12345 热线宣传基本达到家喻户
晓，人人皆知。

梁园区 12345热线宣传推广有
温度、有广度、有深度，一条热线

温暖一座城。
从11月1日起，梁园区政务服

务和大数据管理局积极动员全区
12345 各级承办单位和沿街门店，
共在 40 条道路制作宣传横幅 476
条，148块沿街门店电子大屏滚动
播出 12345热线，在各级办事大厅
摆放宣传海报 113块，在全区各级
微信平台推送 12345热线宣传小视
频，视频点击量达到23万多人次。

产量全国第一、电商平台上的销量全网第一

宁陵：藤编吊篮俏销四方
□ 闫占廷

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定于 2020年 12月 21日 10时至 2020年 12月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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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381947026.htm?spm=a213w.7398554.
paiList.31.7a0e366210BnrU，户名：永城市人民法院），公开拍卖永城市东城区金
博大广场25层2524号、2525号房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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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法官 联系电话：13781579555
永城市人民法院
2020年11月17日

永城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商丘市江西商会办理注销，注销前债权债务（包括抵押和担保）和经济

纠纷进行清理，对于法人存续期间的债权债务和经济纠纷持合法手续可到我商

会联系登记事宜，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有效，逾期我商会不承担任何的法

律责任，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5993979794
联系人：陈兴

联系地址：华商大道东段信华城售楼部三楼

债权债务公告

11月16日，民权县胡集乡卫生院医务人员在给
群众讲解疫情防控码的使用方法。据悉，该县在机
关、企业、医院、学校等设置近万个疫情防控码，确
保实时收集和掌握扫码人员行动轨迹。 孙 琰 摄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对
台方针政策，11月16日，梁园区委统战部举办“涉台
教育进机关”图片展活动。梁园区主要负责人及台
侨界政协委员观看了图片展。本报记者 李娅飞 摄

近日，民权县伯党乡卫生院工作人员为帮扶的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送去慰问品。工作人员了解他
们的家庭收入情况，核查家庭人员信息，询问生产
生活中的困难，宣传党的惠民政策。 王春丽 摄

11月 15日，柘城县邵园乡村民正在温室大棚里进行反
季节蔬菜管理。该县农民大力培育种植反季节瓜果蔬菜，
增加亩产收益，助力脱贫致富。 张 超 摄

1111月月1616日日，，宁陵县柳河镇农民用手轻轻点下遥控器宁陵县柳河镇农民用手轻轻点下遥控器，，清清的水便从井管里喷灌到小麦田里清清的水便从井管里喷灌到小麦田里。。眼眼
下下，，全国小麦主产区商丘市的农民及早动手全国小麦主产区商丘市的农民及早动手，，对越冬的小麦进行中耕对越冬的小麦进行中耕、、锄草锄草、、浇好越浇好越
冬水等田间管理冬水等田间管理，，确保小麦苗安全越冬确保小麦苗安全越冬，，为来年小麦有个好收成打基础为来年小麦有个好收成打基础。。 吕吕忠箱忠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