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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快报

1月7日中午，走进位于演集镇潘庄
村的城北国有汽运物流港内，三五成群
的货车司机聚在物流港内的餐厅里一起
吃饭聊天，缓解长途奔波的疲劳。

时值岁末年初，物流、货运业务进
入高峰期。城北国有汽运物流港大车停
放24小时仅收取15元费用，小车3小时
内免费停放，既不用担心汽油或运输物
资被偷，也不会因乱停乱放受到处罚，
虽然整个物流港内来往车辆很多，但在
保安的指挥调度下忙而有序，成为了大
货车司机们停靠的安心港湾。

这得益于永城市明显的地理区位优
势，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近年来，永
城市汽运物流行业蓬勃发展，大货车保
有量不断增长，但停车位缺口大，大货
车停车难、乱停乱放、黑停车场泛滥及
交通安全问题日益突显。为改善城市生
态环境，缓解城区交通压力，推动永城
市汽运物流行业更好发展，2017 年 5
月，永城市在城区周边主要道路出入
口，启动建设城北、城东、经开区、城
西、汉源 5个集停车、住宿、餐饮、修
车、洗车、加油、仓储物流等七大功能
于一体的绿色生态汽车物流综合服务
体，总占地面积 800余亩，总投资 2.66
亿元。

“我们规划了 305 个大车停车位、
200个小车停车位，自 2018 年 5月投入
运营以来，停车覆盖率保持在 95%以
上，维修商家入驻了60余家，餐厅、超
市、宾馆设施齐全、温馨方便。”城北国
有汽运物流港负责人陈振宇告诉记者，

“国有汽运物流港环境绿化、配套设施舒
适便捷，车辆维修、保养、加油一条
龙，而且监控全覆盖、保安24小时值班
巡逻、保洁无死角清扫垃圾，不仅方便
了货车司机，也创造了更多就业岗位，
拉动了附近村民就近就业。”

如果说定位以运输停靠、车辆维

修、餐饮住宿业务为主的城北国有汽运
物流港为大货车司机们打造了安心港
湾，那么位于 311国道南侧、吕高路东
侧，以物流集散、仓储管理、快递配送
为核心业务的城东国有汽运物流港则为
快递物流企业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受益于互联网快速发展和智能手机
的普及，近年来，永城市快递物流业发
展迅猛，目前全市已有知名快递企业 13
家，快递分支网点及营业场所 216 家。
但在业务量和业务收入持续攀升的同
时，也存在快递网点多、规模小、分布
广、基础设施薄弱、业务集聚效应不明
显等问题。

为破解发展瓶颈，补齐短板弱项，
加快推进永城市快递物流业转型升级，
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关心下，
结合永城地域优势，借鉴外地成功经营
模式，永城市邮政管理局与永城市国投
公司合作在城东国有汽运物流港建设了
现代化的快递物流园区。园区占地面积
176亩，总投资 4800万元，于 2019年 3

月建成并投入运营，现有大车停车位
166个，小车停车位164个，维修车间42
间，快递物流仓储厂房 2个共 1.02万平
方米，二期近 2万平方米的仓储厂房正
在谋划建设，配备了 24小时安防系统、
消防设施、充电桩等软硬件设施，并拥
有专业化管理团队，为快递物流企业提
供全面服务和保障。园内快递物流企业
林立，顺丰、德邦、申通、圆通、韵达
等大型快递企业9家以及电商企业2家入
驻在内，提供就业岗位 500余个，业务
范围辐射全国，日进港量达26万件，出
港量达 10万件，中转量峰值近 50万件，
这里已经成为辐射豫东地区的综合性现
代快递物流园区。

“我们 2019年 6月份入驻园区，这里
离高速公路出入口近，交通便利、设施完
善、功能齐全、环境优美、管理规范、服务
专业、保障有力，对于我们企业发展、服务
群众都非常方便。能入驻这样的物流园，
让我们很安心。”从业17年的申通快递永
城地区负责人蔡丽芳告诉记者，以前，全
市各快递物流企业大都是租用个人的厂
房仓库作为分拨中心，不仅消防安全、货
物安全没有保障，而且大都位置偏僻，增
加了快递员工作量和企业经营成本。自
从快递物流园建成投入使用后，很多快递
物流企业好像找到了“家”一样陆续入驻，
实现了集中管理、资源聚集、融合发展的
效果。

目前，除以土特产加工、周转、运
输、配送业务为主的汉源物流港正在规
划建设，其他四个物流港均已投入使
用、发挥效应。物流港的建设不仅减少
了大气污染，提升了货车运营效率，缓
解了城区交通压力，也大大提升了服务
民生能力。预计五大物流港全部投入运
营后，年收入可达2000万元，提供1000
余个就业岗位，打造物流高地，带动产
业集聚，助推高质量发展。

永城永城

构构建物流新生态建物流新生态 激活发展新引擎激活发展新引擎
本报记者 袁国豪 通讯员 朱科铭

开新局

▲快递员在永城市快递物流园区
分拣快递。

▶工人正在永城市快递物流园区
仓库忙着搬运货物。朱科铭 摄

本报讯（记者 袁国豪） 1月 4日上午，永城市举行 2021
年商丘市第一次重大项目集中开工动员大会 （永城分会
场），集中开工建设盛大印刷二期等 16个重大项目，总投资
80.36亿元，涉及智能制造、新材料、5G应用等领域，是该
市壮大“3+1”主导产业的重点支撑项目。

此次集中开工建设的重大项目分别是：盛大印刷二期项
目，上海帅翼驰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年产 200万平方米新型
建筑铝合金模板项目，年产 60万吨醋酸酯、25万吨无水乙醇
新材料项目，浙江万邦德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益智医药产
业园项目，中粮集团家佳康 （河南） 有限公司裴桥镇 33.12
万头自养育肥场项目，移动 5G基站建设，源色股份生态农
业综合体项目，永城市牧原农牧有限公司生猪养殖项目，永
城市西城区小商品批发市场，千寻快乐农场，永城市纬一路
（中原路—东环路），永城市纬二路（中原路—东环路），经
七路 （纬一路—纬三路），永城市日月湖花海建设项目工
程，双湖大道（豫皖界—G311），永城市第四高级中学。

下一步，永城市将持续以项目建设为抓手，聚焦项目去
作为，通过联审联批、模拟审批等机制，不断优化营商环
境，推动开工项目尽早建成达效，为永城“十四五”规划顺
利实施，为今年全市各项工作开好局、起好步夯实基础。

永城市16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本报讯（记者 袁国豪 通讯员 李 英）年末岁初是各类信
访矛盾的高发期，为营造良好的春节氛围，近期，陈集镇多措
并举积极主动开展矛盾化解，从源头上减少各类信访案件的发
生，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提高站位强部署。陈集镇党委高度重视信访稳定工作，把
信访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与当前重点工作同研究、同安
排、同落实，及时召开镇村两级干部会议，传达学习上级有关
信访会议、文件、政策精神和相关规定，对全镇矛盾纠纷排
查、信访问题摸排等事宜进行扎实安排部署。

多措并举重排查。充分利用好“枫桥经验”，依靠群众化
解矛盾纠纷，各管区领导、包村干部、村辅警紧盯“双节”和

“两会”时间节点，压实属地责任，对所包村的不稳定因素和
重点人员进行彻底梳理排查，每天在工作群内上报信访排查结
果，做到隐患排查到位、责任包保到位。

多方化解保稳定。以“一村一警”为抓手，以“三·五”
基层工作日走访为契机，对信访积案、重点信访事项和重点信
访人员，走访到户面见信访人、倾听诉求，对全年信访工作开
展情况进行一次“回头看”，对梳理出的信访案件逐一再核
查，对排查出的新的矛盾纠纷采取切实措施，制订化解方案及
时进行化解，确保“两会”期间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陈集镇

扎实做好春节前信访稳定工作

本报讯（记者 袁国豪 通讯员 刘 力）日前，农业农村
部确定了 50个第二批全国家庭农场典型案例，新桥镇新全家
庭农场入选。

新全家庭农场拥有土地3800亩，主要种植“新麦26”“郑
麦1860”“郑麦7698”等优质小麦，是省农科院、省农大、商
丘市农科院、永城市农业农村局等多家科研院校和单位的良种
试验示范基地。在种植中，该农场率先落实新品种、新技术、
新机械，推进农机农艺结合，开展专业化服务，推进规模化经
营，带动全镇小麦、玉米、大豆单产明显提高，辐射农户
2200 多户。三年来，己成功举办国家、省级新品种、新技
术、新机械应用推广现场会6次，成为永城市推广先进实用技
术的重要平台，农场负责人刘新全还被评为商丘市“十佳农
民”。

近年来，新桥镇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粮
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调优种养结构，优化农业产业体系、生
产体系、经营体系，狠抓“订单农业”，发动辖区面粉企业与
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种粮大户结对子，大力引导“订单”
农业，采取“公司+基地+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运作
方式，实行产中指导、产后包销的产业化经营模式，促进农业
增效和农民增收。

新桥镇新全家庭农场入选
第二批全国家庭农场典型案例

▲1 月 6 日，苗桥镇高楼村水产养殖示范园区开始冬
捕，养殖户们忙着拉网捕鱼，处处是鱼肥人欢的喜人景
象，捕获的鲜鱼将供应春节市场。近年来，该镇依托采煤
沉陷区大力发展水产养殖，有效盘活农村闲置坑塘资源，
为沉陷区综合利用、农民增收开辟了一条新途径。目前，
该镇有水产养殖面积7600余亩，龙虾、螃蟹等特色水产年
产量达7500吨，产值达1.2亿元。 刘 广 摄

◀寒冬时节，高庄镇花卉产业园内绿植娇嫩，鲜花绽
放，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成为不少市民选购花卉、装点
家居、亲子休闲的“打卡”地。图为1月9日，市民在花卉
市场内选购鲜花。 本报记者 袁国豪 摄

12月24日至12月30日，结合市数字城管监督指挥中心案件处置情况、市容市貌督查情况、环境卫生督查情况以
及媒体曝光、领导批示落实情况等，对三区及办事处进行考核排名，现将结果予以通报。

商丘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城市管理综合考评情况的通报

考评对象

梁园区政府

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管委会

睢阳区政府

考核内容得分

市数字城管监督
指挥中心（60分）

55.95

54.41

53.71

市容市貌环卫
督查（35分）

30.59

30.21

30.82

媒体曝光、领导
批示等（5分）

5.00

5.00

5.00

合计

91.54

89.62

89.53

排
名

1

2

3

考评对象

梁园区白云街道办事处

睢阳区东方街道办事处

梁园区八八街道办事处

睢阳区古宋街道办事处

睢阳区古城街道办事处

示范区平台街道办事处

示范区平安街道办事处

考核内容得分

市数字城管监督
指挥中心（60分）

60.00

59.66

60.00

59.68

58.63

60.00

60.00

市容市貌环卫
督查（35分）

30.17

30.33

29.67

29.00

29.83

28.33

27.67

媒体曝光、领导
批示等（5分）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合计

95.17

94.99

94.67

93.68

93.46

93.33

92.67

排
名

1

2

3

4

5

6

7

梁园区解放街道办事处

睢阳区文化街道办事处

示范区中州街道办事处

梁园区平原街道办事处

梁园区东风街道办事处

睢阳区新城街道办事处

睢阳区宋城街道办事处

梁园区长征街道办事处

示范区民欣街道办事处

梁园区建设街道办事处

梁园区前进街道办事处

57.75

59.42

58.90

58.56

56.74

58.93

55.40

57.44

57.08

56.32

52.42

29.67

27.83

28.17

28.00

29.33

27.00

30.00

26.67

26.00

25.00

28.67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92.42

92.25

92.07

91.56

91.07

90.93

90.40

89.11

88.08

86.32

86.09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二）城区办事处综合排名

（一）三区政府（管委会）综合排名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丘监管分局

注销金融许可证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丘监管分局批准，下列机构终止营业并注销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河南民权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塘支行

地 址：河南省民权县龙塘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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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丘监管分局

批准成立日期：2007年9月6日

批准注销日期：2020年11月26日

机构编码：B1593S341140035

许可证流水号：00589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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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