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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7日，虽阳光明媚，但温度却降至零下 14℃，冻得伸
不开手脚。在宁陵县华堡镇关庄扶贫车间里，工人们依然忙
碌，有裁料的、有缝纫的、有质检打包的……一派热火朝天的
景象。

“我们这个加工车间专门做各式各样的门帘，一天最少
做5000个门帘，一年的产量是100万个，去掉成本和人工，纯
盈利是50万元。”该纺织公司负责人张红孝说，“我是一名退
伍兵，返乡创业不仅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还要带领乡
亲们走上脱贫致富之路。”

现年38岁的张红孝个头一般，面容黝黑，目光中却透出
一份坚毅。1997年参军入伍，在河北涿州服役，受到过三次
嘉奖，两次被评为“优秀士兵”。1999年退役后，便南下到广
西桂林打工。

“我进的那家工厂是专做电动车挡风被的，销量非常好，
收益不错。我当时就想，我为什么不能做呢？在工作中我就
处处留心，把生产管理经验学到手。”张红孝说，“我是 2012
年返乡创业，开始了打拼。”

万事开头难。没有资金、没有场地、没有订单，家人

也不太支持。可张红孝是个倔脾气，他认准的事偏要干到
底。他就在张弓镇南村自己家搭个简易棚，借钱买了三台
平车电机，爱人方艳红是他的第一个工人，张红孝的门帘
加工作坊就这样开业了。“当时做的都是代加工，一个门帘
做下来赚不到5角钱。”但他坚信，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
会胜利。

“一年下来，电机我上了 12台，工人扩招 12名，年底
一算账，挣了8万元。”张红孝在贤内助的协助下，赚取了
人生的第一桶金。同时，他看到了希望，底气更足了。从
此，张红孝的订单源源不断，门帘生意红红火火。

2016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首战之年，贫困村的扶贫车
间如雨后春笋，张红孝已经不满足家庭作坊式的生产，他要
想方设法突破自己。他来到刚刚建起的华堡镇关庄扶贫车
间，准备投资建造一家规模化企业。在一阵鞭炮声中，宁陵
县亿家纺织有限公司挂牌成立。

“不但生产规模扩大了，生产车间占地800平方米，员工
增多了，用工最多时达200人，而且生产模式也改变了，以前
是代加工，现在是自产自销，全部经浙江金华、湖州出口到国

外。”张红孝话语中充满自豪。
张红孝做生意讲究诚信，有时候订单急，他就带着员工

连夜赶工，做到提前交货。因为做的是外贸产品，质量把关
严格，有时他不厌其烦地抽查，不放任何一件次品出厂。

车间里有一位包装工叫刘孩，刘孩父亲去世后，母亲外
嫁了，他和年迈的爷爷奶奶一起生活，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我进车间两年了，车间的活也不累，一个月轻轻松松领2400
元工资。”刘孩笑着说，“在家门口就业，可以照顾老人，还可
以收种庄稼，挺好的。”

“我们厂特别照顾贫困户和留守妇女，他们一人就业，全
家脱贫。我以前为脱贫攻坚尽心尽力，现在要为乡村振兴冲
锋陷阵，带领更多的乡亲们走上产业致富路。”张红孝的话语
铿锵有力。

宁陵退伍军人张红孝：

返乡创业带领乡亲谋发展
闫占廷

—致富路上领头人

本报讯（郝修杰） 1月 8日，商丘市旅游行业协会
研学旅行专业委员会揭牌仪式在商丘康辉文化旅游集团
举行。

近年来，我市研学旅行市场蓬勃发展，为顺应市场
需求，市旅游行业协会正式成立研学旅行专业委员会。
该专业委员会的成立对我市开展研学旅行行业研究、制
订行业规范标准、提升行业专业化水平、促进行业健康有
序发展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市旅游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研学旅行专业委员会
主任郑华鑫表示，研学旅行专业委员会将发挥引领带动
作用，帮助各成员单位进一步了解市场需求，推动建设一
批师资健全、配套完备的研学基地（营地），开发一批符合
教育大纲、具有鲜明特色的精品课程，推出多条充分整合
资源、富有吸引力的研学旅行线路，搭建研学旅行合作共
赢新平台，全力打响商丘研学旅行品牌，树立商丘研学旅
行新形象。

市旅游行业协会研学
旅行专业委员会揭牌

本报讯（张舟子） 1月 8日，商丘师范学院传媒学
院的老师带着拍摄的商丘历史文化专题片，来到梁园区
李庄镇一中开展“I科普志愿服务活动”。

近年来，商丘师院传媒学院致力于挖掘、拍摄商
丘地区历史文化专题片，激发人们热爱家乡文化、研
究家乡文化的热情。在李庄镇一中，传媒学院院长冉
祥华教授结合八集专题片《游商丘古都城 读华夏文
明史》和该院最新拍摄的《黄河故道百年变迁》，为
同学们讲解了商丘黄河故道的历史，鼓励同学们了解
家乡文化、热爱家乡文化、保护家乡生态环境。冉祥
华教授的报道视野开阔、内容生动，同学们不时报以
阵阵掌声。

传媒学院朱红昭博士还给同学们讲解了专题片的拍
摄过程，激发了同学们的好奇心，同学们目不转睛、一
句不落地听完了报告。

李庄镇一中校长马辉说，这次活动极大地开阔了同
学们的视野，“一次这样的活动，也许能改变一个孩子
的一生”，希望以后举办更多这样的活动。

这次活动是商丘师院传媒学院承担的河南省科学技
术协会“I科普志愿服务活动”“打造安全、文明校园”
项目的组成部分，该项目旨在为乡村中学输送科学、文
化知识，使乡村中小学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商丘师院传媒学院教师

走进李庄镇一中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1月9日，由商丘市教育体育局主办，商丘市羽毛球协会承办的2021泸州老窖特曲
“贺岁杯”商丘市羽毛球团体赛开赛，我市16支代表队近100名运动员参赛。据了解，此次
举办羽毛球赛为更多羽毛球爱好者提供交流机会，搭建良好的赛事平台，促进全市羽毛球
运动发展。 本报记者 邢 栋 摄

1月9日，在夏邑县桑堌乡电商产业园内，工作人员在进行网络直播带货。截至目
前，该电商产业园已入驻农产品加工、食品加工、物流等各类企业13家，总投资5亿
元以上，日销农产品2万多单，年销售额2亿元以上。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为了加强商品房预售管理，维护交易双方的
合法权益，依据《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 131号）的规定，我们对
夏邑县国胜置业有限公司所提交的“国安天悦
城”项目 【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东环路北段西
侧】，申请办理商品房预销售许可证的有关资料进
行了审核，并对该项目进行了现场勘查，认定该
项目符合预售条件，现准予预售。预售范围：3#
楼。预售许可证号：夏房2021第002号。

特此公告
夏邑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

2021年1月11日

公 告

为了加强商品房预售管理，维护交易双方的
合法权益，依据 《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131号）的规定，我们
对夏邑县丝路花雨置业有限公司所提交的“明
珠·花语城”项目【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华夏大
道中段南侧】，申请办理商品房预销售许可证的
有关资料进行了审核，并对该项目进行了现场勘
查，认定该项目符合预售条件，现准予预售。预
售范围：2#、6#、7#、8#楼。预售许可证号：
夏房2021第003—006号。

特此公告
夏邑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

2021年1月11日

公 告

商丘市欣帝仓储有限公司、永生堂饮品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上诉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民权县支行与

被上诉人商丘市欣帝仓储有限公司、原审第三人永生堂

饮品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案号 （2020） 豫 14 民终

5008号]，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该案

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

送达，该民事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联系人：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环资庭 刘一宇

电话：0370—2209886
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年1月11日

河南省商丘市
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为了加强商品房预售管理，维护交易双方的
合法权益，依据 《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131号）的规定，我们
对商丘绿实置业有限公司所提交的“和园 （二
期）”项目【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北御道西段北
侧】，申请办理商品房预（销）售许可证的有关
资料进行了审核，并对该项目进行了现场勘查，
认定该项目符合预售条件，现准予预售。预售范
围：18#楼。预售许可证号：夏房2021第001号。

特此公告
夏邑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

2021年1月11日

公 告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2021年2月18日
10时至2021年2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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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f.taobao.com/0370/04），公开拍卖商丘市
梁园区凯旋路东团结路北世纪酒店3层北数1号、4层北
数1号宾馆用房房地产，世纪酒店宾馆一层东数1#、2#
商业用房房地产，世纪酒店 2层北数 1号、2号、3号宾
馆用房房地产，共计 7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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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郜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8013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21年1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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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18日
10时至2021年2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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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f.taobao.com/0370/04），公开拍卖商丘
市梁园区凯旋路东团结路北世纪酒店3层北数2号、4层
北数 2号宾馆用房房地产两套，建筑面积：803.86平方
米，规划用途：宾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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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郜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8013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21年1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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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月 18日 10时至
2021年2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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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f.taobao.com/
0370/04），公开拍卖商丘市梁园区团结路北宜馨园小区3#楼3层-6
层成套住宅房地产、商丘市梁园区团结路北凯旋路东世纪酒店 5
层-11层宾馆用房房地产、商丘市梁园区团结路北凯旋路东世纪酒
店地下室一层房地产，共计 31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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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郜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8013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21年1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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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26日
10时至2021年3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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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f.taobao.com/0370/04），公开变卖商丘
市睢阳区文化路南神火大道西润丰小区北起第一排 101
房产（房权证号：00166514），建筑面积：367.18平方
米，规划用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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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8276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21年1月8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变卖公告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2021年1月27日
10时至2021年1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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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f.taobao.com/0370/04），公开拍卖商丘
市睢阳区华夏路东运河北帝和·尊品11号楼2-9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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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8122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21年1月8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第二次）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2021年1月26日
10时至2021年1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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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f.taobao.com/0370/04），公开拍卖商丘
市睢阳区神火大道中段府前花园 23号楼 1单元 6层西户
房产 （房权证号码： 2004C010249 号），建筑面积：
141.69 平方米，所在层 6层，总层数 6层，规划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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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8188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21年1月8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第二次）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 2021年 1月 26日 10时至
2021年1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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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f.taobao.com/
0370/04），公开拍卖商丘市睢阳区睢阳大道西侧清华路北怡佳百
合·百合园 2号楼 2-603房产(房产证号：00160955)，建筑面积：
136平方米，所在层 6层，总层数 6层，规划用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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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8211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21年1月8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第二次）

商丘归德华府二期工程达到
交房条件。现定于2021年1月21
日在商丘归德华府售楼中心办理
交房入伙手续，恭迎各位业主届
时光临。

办理入伙手续需携带好相关
资料及费用：1.入伙通知书原
件。2.《商品房买卖合同》原件或
复印件一份、买受人身份证原件
和复印件 2份。3.购房已交款项
的票据原件。4.预交一年（2021
年 1月 21日至 2022年 1月 21日）
物业管理费。（若您因故不能亲自
前来而委托他人代办交房手续，

应告知代理人携带由您亲笔签名
的授权委托书及双方身份证原件
和复印件各一份前来办理手续。）

交房时间：8:30—11:30
14:30—17:30

交房地点：
商丘归德华府售楼中心
交房楼栋：3#、5#、6#、12#、

13#、15#、16#、17#、18#、20#、
21#、22#、23#、25#、26#

咨询热线：0370—5015555
特此公告！

商丘华泰置业有限公司
2021年1月8日

商丘归德华府二期
交房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