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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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夏邑县鑫科置业有限

公司所提交的“建业滨河上院（一期）”

项目【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南御道东段南

侧、东环路西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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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15#、17#楼。预售许可证号：

夏房2021第046—049号。

特此公告

夏邑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

2021年4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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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夏邑县华兴置业有限

公司所提交的“明珠城”项目【河南省商

丘市夏邑县和谐大道南段西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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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楼。预售许可证号：夏

房2021第050—051号。

特此公告

夏邑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

2021年4月2日

公 告
确认公章效力的公告

江苏兴业环境集团有限公司商丘古都城历史街巷、商业街、归德驿馆精品酒店等

设计项目——古城东南隅正德苑第二标段（三次）投标开始一直到项目竣工结算完

成，其间使用的各类印章样式均不会发生变更（如有变更，我司会以书面形式告知各

方），印章样式如下。只有加盖以下样式印章的各项文件、资料、支付手续，方可代表

我司的真实意思，并对我公司发生效力；未加盖以下样式印章的各项文件、资料、支

付手续等对我公司均不产生效力，我司不承担任何经济和法律责任。

近日，红星新闻刊发了《河南

一中学四名高中生先后感染结核病

学校称在校感染无事实依据，已起

诉家长》 的报道，个别自媒体跟

发。我校郑重声明，此事件已于

2021年3月8日进入司法程序，法院

将择日开庭审理。我校尊重法律，

相信人民法院会给双方一个公平公

正的判决结果。 判决出来后，我校

将通过新闻媒体予以公布。

商丘市实验中学

2021年4月1日

郑重声明

本报讯（记者 王正阳
实习生 邵靖雯） 4月 1日，
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
组办公室召开会议，听取市
教育整顿办成员、各工作组
工作开展情况汇报，研究解
决问题，安排部署近期工
作。市委常委、政法委书
记、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
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
牛亚东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全市政法队
伍教育整顿以来，各级各政
法单位按照中央、省委和市
委部署要求，坚持高位推
动，细化工作流程，明确职
责任务，学习教育环节稳步
推进、卓有成效，取得了初
步战果，得到了省驻商指导
组的肯定。

会议要求，要对学习教
育环节“查漏补缺”，市教
育整顿办要进一步增强工作

主动性，认真盘点、逐条梳
理，真正把工作做深、做
细、做实，抓紧推进学习
教育环节的评估。查纠整
改 环 节 要 做 到 “ 精 准 精
细”，提前谋划，做好查
纠整改环节的准备工作，
稳妥审慎地高质量完成任
务。要发挥好综合协调作
用，市教育整顿办要加强
督 促 指 导 ， 建 立 例 会 制
度，及时通报情况，切实
推进教育整顿工作有序有力
有效开展。要做好工作统筹
协调，把教育整顿与全市中
心工作、党史学习教育和政
法各项工作结合起来，做到
工学相长、有序开展，以优
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
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副主
任，各工作组组长、副组长
参加会议。

学习教育做好查漏补缺
查纠整改做到精准精细

为进一步加大商丘农业品牌化建设力度，提升商
丘农产品品牌形象，增强商丘优质农产品的宣传推广
力度及知名度、认知度，深入挖掘、提升商丘农产品
区域公用品牌的独特价值，创建商丘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战略系统，培育一批全国叫得响、市场信得过的

“商字号”区域公用品牌，加快推进商丘农业高质量
发展，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现面向社会公开
征集“商丘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名称、宣传语及LO⁃
GO标识”。

一、主办单位
商丘市农业农村局、中共商丘市委宣传部、中共

商丘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商丘日报
社、商丘广播电视台

二、时间安排
启动时间：2021年4月6日
结束时间：2021年5月6日
评审时间：2021年5月7日—2021年5月14日
公示时间：2021年5月15日—2021年5月17日
三、征集要求
商丘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是基于商丘市特定地理

区域范畴，由商丘市农业农村局主导，由市内各级政
府、社会组织、市场经营主体等多元主体共创、共
享、共管、共用，覆盖全品类、全市域、全产业链的
区域公用品牌。面向省内外进行征集，具体要求如
下：

1.应征作品创意须符合商丘市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的建设目标、内涵，符合商丘市地域文化特
色，构思新颖，有较强的思想性、艺术性、感染
力和时代感。

2.品牌名称要求简单、易读、易记、无生僻字、
易传播、有画面感和联想度。

3.宣传语要求精简、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易于
流传。宣传语需与品牌命名的理念相融合。

4.应征品牌LOGO标识作品创意须符合商丘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的建设目标内涵、商丘市地域文化特
色。LOGO标识要构思新颖、形象生动，有较强的思
想性、艺术性、感染力和时代感，容易辨识、便于记
忆、推广性强。应征作品须以电子稿 JPG格式提交，
设计精度应在300DPI以上。

5.应征作品均需附上100字以内的创意说明。
6.应征作品须符合《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

法》等知识产权法律法规要求。
7.应征作品须为原创作品，明显区别于其它品牌

及商标名称。如有侵犯他人著作权或知识产权，由投
稿者承担所有法律责任，并取消奖励。

8.应征作品不得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规定，否则
一切责任由应征者自负。

9.本次活动入围作品的版权、著作权、专利权等
一切权益归征集方所有。

四、创意参考

商丘农产品公用品牌形象创意可融合传统豫东
农耕文明与现代农业发展理念，豫东粮仓的战略
地位，绿色农产品的发展理念，藏粮于技的持续
创新、藏粮于地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粮头食尾的
供给保障、农头工尾的产业创新融合等特点进
行，也可发散思维创造性发挥。

五、投稿方式
参赛者需提交一整套作品（包括：商丘农产品区

域公用品牌名称、宣传语、LOGO标识）参与投稿。
发送作品至电子邮箱：dfx8585@126.com。

联系人：牛 超
联系电话：0370—3289976；17838850669
六、奖项设置
一等奖 1名，奖金 40000 元；入围奖 6名，奖金

5000元/名。
七、权责说明
1.在本次征集活动中获得一等奖和入围奖的所有

作品，主办方支付奖励后，拥有该作品的一切知识产
权，包括但不限于著作权、使用权和发布权等，有权
对设计作品进行修改、组合和应用。设计者不得在其
他任何地方使用该设计作品，否则构成侵权，主办方
将保留依法追究设计方法律责任的权利。

2.投稿人请自行保留投稿作品底稿，不予退稿。
在应征过程中产生的一切费用自理。

3.主办方对本征集活动保留最终解释权。

商丘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征集方案

春暖花开，万物勃发。穿行在拥有万亩林场的宁陵县
逻岗镇，绿意满眼，粉花翠浪中一处白壁青砖马头墙的徽
派大型建筑格外醒目，这就是该县新上马的现代化立体养
殖项目——河南天浚牧业有限公司宁陵分公司。

“现代化立体养殖就是不一样，这驴舍建设得真漂
亮，不知道的谁敢说这是养殖场！”3月 29日，正在河南
天浚牧业有限公司宁陵分公司干活的村民韩晓明说。

韩晓明看到的是“表”，其实天浚牧业的“里”更先
进。在综合体车间施工现场，天浚牧业董事长杨衍圣兴
致勃勃地讲述着：“综合全国各地及国外现代化立体养殖
的模式，这是我们创新设计的两纵五横立体恒温生态养
殖棚，一共三层，上层设计的是太阳能、风能，下层是
地下河，循环流动的水用于调节气温和水产养殖，中间
这层才是标准化、集约式的驴舍。整个场区占地 50 余
亩，建成投产后，可实现年存栏 5000头、出栏 1万头肉
驴。”

刚进天浚牧业大门，就可看到忙碌的工人，垒墙粘瓦

的、描彩绘画的、焊接水电的，现场干劲十足热火朝天。
漫步场区，办公生活区、量子水工艺处理区、智能化种养
综合区、冷库屠宰区、观光休闲区等布局错落有致。

在场区西北角，还存留着两个用铁皮、塑料布搭建的
传统驴棚，它不仅与整个现代化的养殖区形成鲜明对比，
也见证着这里的变迁。正在喂驴的杨衍圣一身民工打扮，
边用手抚摸驴头边笑着说：“别着急老朋友，我们马上就
要搬新家啦！”

“这些都是品种乌头驴，是从山东黑毛驴基地采购的。
它全身乌黑，个头大、体型重、生长快，是我国优良的品种
驴。”杨衍圣介绍，他养驴的饲料不是简单的麦麸和粉碎的
玉米粒，而是全株玉米青贮饲料，这种饲料是将玉米连秆
带穗一起粉碎，掺入发酵剂、中成药和多维素进行储存，
不仅营养更丰富，还能提高驴的免疫力。

从养殖场地的建设设计到养殖品种的改良革新，从养
殖室内温控技术到未来机器人无接触供料喂养，从养殖物
废物循环净化利用到地下水产品的养殖，从有机蔬菜无土

栽培到量子水动态循环系统，从驴血、驴乳分离到驴皮阿
胶熬制工艺……这个项目无不体现出满满的科技感，让人
耳目一新。

作为带富项目，天浚牧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以扶
贫资金入股的方式，创办了宁陵县祥泰养殖专业合作
社，带动当地农民致富。同时，养殖场还安置了 100 多
名农民就业。今年下半年开始正式投产后，杨衍圣打算
引进一种营养价值高的高蛋白质饲草，和周边农户签订
种植合同，回收加工成高营养的颗粒饲料，形成种养一体
化，多方获益。

宁陵：发展立体养殖 提升带富能力
本报记者 高会鹏 实习生 徐冬

乡村振兴在行动

（上接1版）

“殷商之源”多自信

城市品牌享誉全国

“终于刷到家乡的宣传片了，
为家乡点赞！”“转发，我为我的家
乡代言：殷商之源，通达商丘!”“商
丘，看好你！”在抖音平台，“#通达
商丘”话题播放量 7000多万次，同
话题下的商丘城市宣传片更是引
起商丘市民的海量转发，对家乡的
自豪感溢于言表。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上
下五千年，悠久的华夏文明在商
丘这块土地上留下不间断的文脉。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9月视
察河南时指出：“殷商文化起源于
商丘，兴盛于安阳。”为了不辜负
总书记的嘱托，叫响、擦亮“殷
商之源”的城市名片，我市掀起
了一股殷商文化的研究热潮，力
求深入研究揭示殷商之源文化的
精神内核和时代价值，着力展现
殷商之源的文化魅力，通过讲好
殷商之源故事，奏响黄河文化大
合唱商丘强音。

近年来，商丘在殷商文化研
究方面大动作不断：2019 年，商
丘殷商文化研究会成立； 2020
年，城市考古与保护国家文物局
重点科研基地商丘工作站、河南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商丘工作站、
商丘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商丘市
殷商文化之源研究中心“两站一
院一中心”揭牌仪式和第一届世
界殷商文化之源高峰论坛举行。

商丘博物馆馆长、商丘殷商
文化研究会会长王良田说：“发
掘、研究殷商文化能够更好地展
示商丘历史文化的魅力。殷商文
化统治商丘将近 2000年，在商丘
历史上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商
丘殷商文化研究会成立一年来，
连续出版了 3 期 《殷商文化研
究》杂志，系统广泛地介绍了之
前的研究情况和研究成果。在市
委、市政府的关心支持下，由市
委宣传部主导，从 2017 年开始，
我们组织殷商文化研究会的专家
学者编写了十多本介绍商丘文化
的书籍，目前有两三本已经出
版，其余还会陆续出版。”

我市文物保护工作卓有成
效。全市现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
位 15处、省级 62处、市级 90处、
县级200余处，文物收藏单位10家
（包含2家私有博物馆），文物系统
收藏各类珍贵文物8340件套。“十
三五”期间，累计争取国家专项
保护资金 1000余万元，对多处文
物保护单位进行保护性修复。其
中，商丘归德府城墙修复性保护
与展示工程已完成了东墙和南墙
的修复。

“殷商之源”多自信，“通达

商丘”更出彩。经权威机构综合
评定，2018 年、2019 年商丘连续
两次名列“三线城市”排行榜，
城市综合魅力和人民幸福感、文
化自信显著提升。

为幸福加码

文化生活丰富多彩

在公园跳广场舞、家门口看
大戏、社区图书馆浸润书香、披
上红马甲做志愿者……“十三
五”期间，商丘人的文化活动更
加丰富、精神生活更加多彩，为
幸福生活添香增色。

据统计，“十三五”期间，我
市每年开展“舞台艺术送农民”

“百戏进百乡”“商丘市文化公益
小舞台”和农村公益电影放映等
文化惠民活动 4万余场。“成为文
化志愿者、参加基层演出这八九
年来，我深切地感受到商丘乡村
面貌发生的巨大变化。最开始个
别村演出场所比较简陋，现在村
村都有文化广场、都有演出设
备，村民的欣赏水平和品位也有
了明显的提高，这些都激励我们
积极提升业务能力、创作更加贴
近老百姓的作品。”商丘市特殊教
育学校青年教师孙少锋是一名文
化志愿者，每年参加相关文化演
出 30场次，曾荣获“河南省最美
文化志愿者”称号。

“十三五”期间，全市公共文
化服务能力得到较大提升，实现
了市、县、乡、村基本公共文化
服务设施全覆盖。全市共建有 10
个文化馆、8个图书馆、8个博物
馆、143个文化馆分馆、147个图
书馆分馆、162 个乡镇综合文化
站、3942 个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
中心，并全部实行了免费开放。
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数字图
书馆推广工程和公共电子阅览室
建设等数字文化服务逐步推进。

2020 年春节前夕，虞城县以
“听乡音·叙乡情·记乡愁——老家
河南 春满乡村”为主题的“村晚”
精彩上演，连续百十场“村晚”向全
县人民拜年，渲染了浓厚的节日氛
围。近年来，各县（市、区）大力举
办特色“村晚”，老百姓争相上台

“秀才艺”，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过年
风俗。

目前，形式多样的群众文化活
动可以说是“市县有品牌、乡村有
特色”。“春满中原·老家河南”“文
化进万家”“快乐星期天”“舞台艺
术送基层”“欢乐中原·文明商丘”

“我们的节日”等文化活动持续开
展，文化公益小舞台、社会机构公
益培训联盟、百戏进百乡、惠民大
剧场等已经成为文化活动拳头品
牌。进乡村、进厂矿、进学校、进社
区，给广大市民送去一道道可口的
文化大餐。

3月31日，机器人科普老师在课后服务时间为
科普社团学生讲解机器人工作原理。夏邑拔萃双
语学校探索课后服务全覆盖模式，根据学生兴趣
成立若干社团，开拓了30多个课程和项目，满足
不同孩子的个性化需求。 苗育才 摄

◀3月31日，退役军人在咨询就业问题。为
帮助退役军人就业，柘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
20家用工单位举办春季退役军人就业招聘会。用
工企业提供了200多个工作岗位，有30多名退役
军人当场达成了就业意向。 张超 摄

本报讯（记者 张博）
4月 1日，我市组织收听收
看全国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
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工
作电视电话会议。会议传达
了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要
求，进一步总结成绩、分析
形势，安排部署相关工作。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吴祖
明在商丘分会场收听收看会
议。

会议要求，各地区各有
关部门和国有企业要以深入
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为抓
手，严格落实责任，完善配
套政策，一企一策制订具体
方案，加强重点难点攻关，
确保改革任务按期高质量全

面收官。要加强督导检查，
适时组织开展“回头看”，
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全面巩
固改革成果。要在推进改革
中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切实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深入做
好宣传引导和职工群众思想
政治工作，全力保障改革顺
利稳妥推进，维护企业和社
会和谐稳定。

就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
神，吴祖明要求，要加快接
收人员档案数字化处理，积
极做好党组织关系转隶，银
行及同类企业机构要进一步
做好工作，确保圆满完成各
项工作任务。

我市组织收听收看

全国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
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电视电话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