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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赵 广）“中国共产党自
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
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2月 15日上午，民权县双塔镇中
心校在河南省中共党史学习教育基地——水东红色文旅小镇
秣坡“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的照壁前上“墙根党课”。

“这种形式真好，老师们结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在家门口就能现场观看我党的奋斗历史，这更能加深我
们对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的记忆和理解！”双塔二中老师焦显
智说。

据悉，近期，该中心校积极组织各中小学领导和骨干老
师来到这个红色教育基地，他们通过这种接地气、冒热气的
形式，利用“河南省中共党史学习教育基地——水东红色文
旅小镇秣坡”这一红色资源，围绕身边人身边事等看得见、
摸得着、听得懂的“活教材”和“微故事”，从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主要概况、百年奋斗伟大历程和历史意义出发，利
用“小故事”解读“大道理”，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伟
大历程、重大成就、历史意义、宝贵经验和启示要求等向老
师们进行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地讲解阐释。

据该校负责人介绍，双塔镇各中小学还依托“墙根党
课”、“课间微课堂”、“红色基地研学”、“国旗下讲话”等形
式，全方位、多层次不断发力，用足用好学校教育主阵地，
开辟创造学习新高地，创新形式将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宣
讲、党史学习教育和红色基地研学实践活动深度融合，为老
师们带来“精神大餐”，积极实现党史学习教育触角全延
伸，全面营造学校党史学习教育“大阵地”。

民权县双塔镇部分教师

赴红色基地接受革命教育

本报讯（张建树）“真是不比不知道，咱跟人
家的差距咋恁大！人家余庄的‘四小园’建得太
漂亮了，真不愧是咱永城市推行‘四小园’建设
的样板村。”

“刘乡长，咱这次带队来参观学习余庄的‘四
小园’是来对了，所看所闻咱不得不佩服人家，真
是不虚此行。回去后，咱们一定把看到、学到的经
验拿来落实，也得把我们乡的‘四小园’建设好，
装扮装扮我们的美丽乡村。”

12月11日，一些相邻乡镇前来永城市卧龙镇余
庄村参观学习的人们，有的人一边弓着腰不停地变
换角度拍照，有的在交流参观感受。

据了解，余庄刚开始建“四小园”的时候，也
是一大堆难题，群众不理解不配合，甚至有的人还
说风凉话，说村干部瞎胡来。镇村干部没有退却，
大家认定一个理儿，只要能让社区居民门前更好
看，环境更优雅，生活得实惠，群众最后一定能想
通，会感谢政府的。镇村干部一户户给他们讲整治
闲置土地建设“四小园”的好处，根据坐落位置地
域现状，规划小菜园，或小果园，或小花园，或小
公园，适宜什么建什么，通过宣传，以点带面运
作，群众热情高涨，纷纷支持政府的工作。

为了真正把“四小园”建设当作一项惠民工程
来建设和提升农村颜值来打造，镇党委、政府统一
规划、统一设计造型、统一开工建设、统一评比验
收，上下形成一盘棋，使这项惠民工程推动很快。
眼下，余庄村精心打造的227个“四小园”，分布在
门前路边上，有的种上了各种小青菜，有的栽上了
各种花卉，有的建成了乘凉的小亭子，有的建成了
观景台，景色各异，精彩纷呈，犹如一个个珍珠，
镶嵌在余庄村这块大地上。

夜幕降临，家家户户灯火通明，在卧龙镇余庄
村，一户户门前的“四小园”整齐划一、端装大
气，黄色栅栏，造型别致，古色古香，尽显新村
秀丽和谐之美。

“俺这农村变得是越来越漂亮了，过去俺老两
口都是想着去城里儿子那里住几天，现在俺再也
不稀罕去了，城里和俺家里没有啥两样了。”该村
退休老书记胡茂盛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永城市卧龙镇：

“四小园”里幸福多

12月14日，宁陵县产
业集聚区工作人员正在清
理整治上清水河沿河养殖
场。今年以来，宁陵县产
业集聚区以全面推行“河
长制”为抓手，以保护生
态红线为目标，深入开展
河流“乱堆、乱占、乱
采、乱建”问题整治工
作，有力改善了农村人居
环境。

吕忠箱 摄

近日，虞城县李老家乡胡花园村村民朱昭栋因一起
意外事故不幸身亡，家中撇下5个年幼的孩子，最小的
才两个月。该乡红苹果水木青华幼儿园园长鹿世玺、朱
红梅闻讯后，及时伸出援手，购置了价值1000元的儿
童棉袄，为这个受难家庭送去了一份温暖，并承诺让其
5个孩子免费入读该幼儿园。

本报记者 李良勇 摄影报道

12月 15日，在柘城县惠济乡赵庄村
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里，发生了令人动容
的一幕，69岁的退伍老兵赵自亭对着手机
屏幕哽咽着说：“老班长啊，我是河南柘
城县的赵自亭啊，你还记得我吗？”“记得
记得，我找你找了几十年，只知道你是柘
城的，真没想到我们还能联系上，多亏了
你们柘城人武部、退役军人事务局和柘城
融媒体中心的工作人员，请代我向他们表
示感谢！”电话那头同样激动的声音来自
赵自亭在辽宁丹东的战友赵文忠。

事情是这样的，12月 3日，一封来自
辽宁丹东的老兵赵文忠寻找柘城战友的来
信，寄到了柘城县人武部，信里写到，
1973年，赵文忠和柘城的赵自亭分别从各
自家乡来到山东省青岛市，成为一名光荣
的军垦战士。当时赵文忠担任他们班的副
班长，赵自亭是他手下的兵，因为年龄相
仿，再加上他和赵自亭都姓赵，两个人就
如亲兄弟一般。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1974年，副班
长赵文忠接到退役通知，来不及告别就收
拾东西离开了农场。“那时候没有电话，
分开就没有了音讯，只知道他家在河南柘
城。”赵文忠说，因为交通通信都不方
便，两人从此就失去了联系。

“当年班里有 12个青年，赵自亭是新
兵，我是老兵，我比他退伍早，现在能联

系上的有11个，其中有一个已经去世，就
差他一个现在还未联系上。”每当他和战
友们通话，聊起服役的日子，大家都在为
联系不上赵自亭而感到遗憾，“48年没有
见面了，如今年纪大了，再不找就真的见
不到了，我今年70多岁了，寻找老战友一

直是我的心愿，哪怕能留个联系方式聊聊
天也行。”

赵文忠说由于当时没有记清通信地
址，退伍后失去联系，几十年来一直寻找
未果，希望柘城县人武部能帮助寻找，再
续战友之情。

接到来信后，柘城县人武部立即安排
人首先到档案室查找老兵退伍档案，没有
查到，考虑到赵文忠老人寻找战友心切，
于是，人武部又联系到拥有十万加粉丝的
县融媒体中心，把赵文忠寻找战友的来信
刊发出来，随后又立即联系县退役军人事
务局，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查找后发现，在
惠济乡有一个叫赵自亭的，但是没有联系
方式，不知道是不是赵文忠要寻找的战
友。他们正在通过惠济乡退役军人服务站
查找赵自亭的联系方式。县融媒体中心刊
发赵文忠老人的来信后，第二天就有两名
热心群众给人武部打来电话，说赵自亭就
是惠济乡赵庄村人，同时县退役军人事务
局也找到了赵自亭本人的联系电话，经核
实，他就是辽宁丹东老兵赵文忠要寻找的
战友。

12月15上午日，柘城县人武部、柘城
县退役军人志愿者联合会、柘城县融媒体
中心一行 5人，携带慰问品，来到距离县
城30公里外的惠济乡赵庄村，找到了退伍
老兵赵自亭。由于老人不会使用智能手
机，融媒体中心记者用自己的手机拨打了
赵文忠的视频电话，48年的思念在军地爱
心接力下，两位老兵终于“面对面”地相
见了，虽然两地相距1468公里，两位老兵
异口同声，感谢党和政府尊崇军人的好政
策，终于圆了他们战友相见的梦想。

辽宁老兵千里寄书寻战友
柘城军地爱心接力助梦圆

张 超 张书珲

12 月 16 日 ，
梁园区李庄乡潘堂
村菜农在收割芹
菜。近年来，该区
有序推进产业调
整，因地制宜轮种
蔬菜，积极发展冬
季农业生产，助力
农民增收，让乡村
振兴步伐愈发稳
健。

本报记者
邢 栋 摄

本报讯 （祁 长 春
程杰） 12月15日，从商
丘市农业机械服务中心
传来了喜讯——夏邑县
位列农业农村部公布全
国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
机 械 化 示 范 县 （市 、
区）通过名单之中。

近年以来，为全面
贯彻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提高全县农业综合
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生
产安全，加快推进农业
现代化进程，夏邑县以

创建全国示范县为契
机，精心准备早部署，
凝心聚力抓落实，紧紧
围绕我县主要农作物产
业发展，以突破主要农
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薄
弱环节为重点，因地制
宜开展试验示范，创新
全程机械化生产模式，
有力地推进了农业机械
化全程全面高质高效发
展，取得了较好的社会
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
效益。

夏邑荣登全国主要
农作物生产全程

机械化示范县名单

本报讯 （记者 丁新举 通讯员
耿胜斌）一条条道路干净整齐，路边
不见一丝杂草和纸屑；一道道水沟水
质清冽，鱼儿在自由自在地游动；一
个个村庄清洁卫生，路边的冬青和绿
化树依然青翠碧绿……这就是记者于
近日看到的虞城县乔集镇。

近期，虞城县乔集镇强力开展农
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使本镇镇区和
乡村环境得到了巨大改善，为乡村振
兴增添了无限的正能量。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和全局高度
做出的重大决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重要内容。根据有关指示精神，
乔集镇开展了这次集中“治理‘六乱’、

开展‘六清’”活动。此次人居环境
集中整治活动从 11 月 26 日开始举
办，重点是对辖区范围内的道路及道
路两旁绿化带、排水沟中的生产生活
垃圾、村民房前屋后和村路巷道杂草
杂物、积存垃圾、畜禽养殖粪污等进
行全面清理。在整治活动中，他们首
先组织本镇镇村干部到山东单县农村
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先进村刘土城村进
行参观考察。然后制定目标考核办
法，并让片区领导和各村支部书记签
订目标考核责任书。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农户负责
房前屋后的清理工作，村组公共路
段、区域则由包村干部与村“两委”
一道，结合基层党建，组织成立环保

志愿者队伍，对他们统一培训上岗，
发动公益岗位人员、网格员以及志愿
者分片包干负责。各级党员干部的亲
力亲为，凝聚了民心、激励了干劲，
广大干群齐心协力同筑美好环境。

通过微信、横幅、面对面交流等
形式，积极宣传乡村振兴相关政策，
大力营造“乡村振兴从我做起，维护
环境人人有责”的良好氛围，群众对
人居环境整治的认可度和参与度不断
提升。

目前，乔集镇干群全部积极投入
到治理活动，全镇污水排放、垃圾清
理得到有效治理，坑塘、道路卫生面
貌焕然一新，环境逐步达到了“净、
绿、亮、美”。

虞城县乔集镇

多举措打造人居环境“净绿亮美”

本报讯（记者 高会鹏）近年来，市场主体规模愈加庞
大，市场业态愈加复杂，监管任务愈加繁重，为实现监管资
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营造公平有序的营商环境，近
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商丘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企业信
用风险分类管理办法》，在全市范围内推行基于企业信用风
险分类结果来随机抽取检查对象的方式，组织开展双随机抽
查，建立起以信用风险等级为基础的“双随机、一公开”监
管机制，对守信者“无事不扰”，对失信者“利剑高悬”。

据了解，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是指市场监管机关在
依法归集涉企信用信息的基础上，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将
企业信用风险状况由低到高分为低风险（A类）、中风险（B
类）、中高风险（C类）、高风险（D类）四类，随机抽查的
比例频次与检查对象的信用风险等级挂钩。根据企业信用风
险等级不同，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中制定了不同类别
企业的差异化监管措施，对信用较好、信用风险较低的 A
类企业降低抽查比例、减少抽查频次；对违法失信、风险较
高的企业提高抽查比例、加大抽查频次，同时列入专项整治
重点监管对象，引导监管资源“好钢用在刀刃上”，提升智
慧监管能力。

今年9月，市市场监管局对全市注册登记的企业，按照
高风险企业 50%、中高风险企业 30%、中风险企业 10%、低
风险企业1%的抽查比例，分别抽取2990户、1742户，9332
户、10户，开展了“双随机、一公开”检查，取得了较好
的监管效果。

下一步，市市场监管局将积极发挥信用风险分类监管
的基础性作用，加强企业信用精细化分类监管，全力实施
差异化监管，实现对风险行为早发现、早提醒、早处置，
提高监管的及时性、精准性、有效性，更好地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商丘提
供有力支撑。

我市推行

“双随机、一公开”与信用
风险分类监管相结合新机制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1年 12月 24日 9时、10时
（延时除外），在商丘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络平台公开
拍卖：

1.商丘市卫健委办公楼西半部分1-5层房产三年租
赁权（整体出租）。

2.商丘市梁园区胜利东路 127号市委党校院内及院
外部分房产（院内 2层楼房和 3层楼房、院外 1间门面
房）两年租赁权，分为两个标的。

有意者，请于 2021年 12月 23日 17点前将保证金
（详见网络平台拍卖公告）转账至指定账户，并登录平
台实名注册；不成交，保证金五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
还。

展示时间、地点：即日起标的物所在地
电话：15539056407

商丘市亿佳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17日

拍卖公告

赵自亭（左二）通过记者的手机和老战友取得了联系 张超 摄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