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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商丘讯 9月19日，
“2022中国农民丰收节·柘
城辣椒产业大会”举办云端
发布会，这次发布会通过“广
电云”发布。

记者了解到，这次发布
会由柘城县委、县政府主办，
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开展云上节庆活动，利用
短视频、宣传片、文艺节目等
形式全方位展示该县辣椒产
业的新成果、新气象，着力提
升“柘城辣椒”品牌知名度，
并结合“互联网+”辣椒品牌
强农战略、消费扶贫，培育丰

收农事节庆品牌，为农村经
济社会发展增添活力。

柘城县委书记王景宇通
过网络致欢迎辞，向各界朋
友发出诚挚邀请，并和柘城
县 县 长 余 化 敏 共 同 启 动

“2022中国农民丰收节·柘
城辣椒产业大会”。

近年来，柘城县委、县政
府对辣椒产业坚持全县域布
局、全链条提升、全方位发
展，走出了一条质量兴椒、科
技兴椒、品牌兴椒的特色农
业发展之路。柘城建立了全
国最大的辣椒交易市场，全

县年交易量达到70万吨，交
易额100亿元；大力推进辣
椒精深加工，培育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26家，引进10多
家辣椒深加工企业。

柘城辣椒畅销全国 26
个省（市、自治区），出口美
国、加拿大等20多个国家和
地区，形成了“全国辣椒进柘
城、柘城辣椒卖全球”的交易
格局。

柘城先后被农业农村部
认定为中国三樱椒之乡、全
国辣椒生产百强县、中国辣
椒之都，享有河南省名牌农
产品、国家无公害农产品、中
国小辣椒之乡、全国绿色食
品原料（辣椒）标准化生产基
地、国家地理标志著名商标
之美誉。目前，柘城县已成
为全国最大的无公害辣椒系
列产品生产基地，被确定为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产品，
荣登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区域
品牌百强榜，实现了由“中国
三樱椒之乡”向“中国辣椒之
都”的精彩蝶变。

据了解，此次发布会取
得圆满成功，在短短一个小
时的时间，直播室就有140
多万人次“围观”，点赞量一
度冲破千万。

2022中国农民丰收节·柘城辣椒产业大会

大会启动 云端发布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武月 袁博 姚永亮 文图

梁园区委网信办
网络安全为人民 网络安全靠人民

本报商丘讯 近日，商
丘市梁园区委网信办按照
商丘市委网信办工作要求，
深入开展2022年网络安全
宣传活动，收到良好的宣传
效果和社会效果。

在梁园区委宣传部的
精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下，梁
园区委网信办在该区行政
中心组织召开了“2022年网
络安全宣传周专题推进
会”，传达市委网信办工作

要求，研究工作方案，安排
部署工作。

在为期一周的宣传活
动中，梁园区委网信办在该
区文化广场集中开展普法
宣传，17个乡镇（街道）在各
自辖区悬挂条幅宣传标语
170 多条，发放宣传彩页
2000余份。

同时开展网络安全进
社区、进农村、进机关；组织
乡镇街道和区直机关党员

干部集中开展了网络安全
法考试；结合网络安全宣传
周活动，在全区开展“扫黄
打非”和“打假治敲”，有效
净化文化市场，有力维护新
闻出版规范有序。

据了解，梁园区委网
信办将以此次网络安全宣
传周活动为契机，强化底
线思维，强力推动网络安
全和信息化工作开新局上
台阶。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单保良

编号T411200674，孙慕琦，出生日期2019年 11
月11日，出生医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中国工商银行商丘分行
优化操作流程 提高服务效率

本报商丘讯 为了贯彻
落实外管局外汇业务便利
化政策落实到位，提升银
行外汇服务实体经济能
力，促进跨境贸易企业快
速发展，中国工商银行商
丘分行结合当地外贸企业
发展情况，积极对辖内优
质外汇企业开展便利化服
务措施，为企业提供便利
化服务，助力外贸企业应
对困难挑战。

工行商丘分行坚守以
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
切实让信用好、经营好的
企业主体享受更多便利和
自主，在确保交易背景真
实的前提下，重实质、轻形
式，提升业务办理数字化
水平，将原有业务办理需
审核纸质资料的模式转变
为无纸化操作，凭影像审
核资料，简化业务程序、优
化操作流程，提高服务效

率，进一步推广货物及服
务贸易便利化。

据悉，今年以来，工行
商丘分行采用无纸化方式
入账涉及企业6家，总共办
理外汇收款金额 195万美
元，网银结售汇金额108万
美元，客户足不出户就能完
成收汇，简化业务程序、优
化操作流程，提高服务效
率，得到了客户的高度认
可。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李鑫 杨小燕 通讯员 汪泳

遗失声明

虞城县公安局王集派出所
禁毒宣传不留死角

本报商丘讯 为进一步
加强辖区群众禁毒意识，有
效提高全民拒毒防毒意识，
连日来，虞城县公安局王集
派出所相继开展禁毒宣讲、
专题轮训等活动，再掀禁毒
高潮。

虞城县公安局王集派
出所全体民辅警深入辖区人
员密集场所，通过展示毒品
图片、宣传典型案例等形式
向群众讲解了毒品的种类、
危害以及防范等常识，并警
示广大居民要抵御各种诱
惑，牢固树立拒绝毒品的坚
固心理防线，积极检举揭发
毒品违法犯罪。

该派出所民辅警通过
授课的方法，讲解相关法

律、规定，运用理论结合实
际方式，从禁毒业务方面进
行深入讲解，并与参训人员
进行现场互动。

虞城县公安局王集派
出所把学生的毒品预防教
育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
抓，通过在辖区内各中小
学进行宣传教育，掀起了

“禁毒、防毒”的新高潮，在
学校营造了浓厚的禁毒宣
传氛围，真正起到了预防
教育作用。

虞城县公安局王集派
出所通过此次宣传活动，增
强了辖区全民禁毒意识，推
进了禁毒教育社会化，为打
击毒品犯罪创造了良好的
社会环境和舆论环境。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刘春梅

商丘市公安局东方派出所
强化治安乱点整治
筑牢辖区安全屏障

本报商丘讯 连日来，
商丘市公安局东方派出所
凝聚共识，提升站位，精心
组织，周密部署，采取“责、
查、巡、访、宣”五项措施，坚
决打赢“百日行动”这场前
哨仗、民生仗。

强化责任。统一思想，
提高认识，真正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上级公安机关决
策部署上来，做到守土有
责、守土尽责，层层压实责
任，层层传导压力。

严厉查处。针对夏季
治安特点，对治安乱点违法
犯罪活动，集中开展打击整
治，出重拳，下狠手，形成高
压震慑态势，让群众切实感
到安全触手可及。

巡逻防控。立足辖区
实际，以重点区域为中心，
加大巡逻防控力度，进一步
增强社会面的控制力，真正
巡出声势，防出平安。

实地走访。深入治安
乱点区域走访，把重点人
员、复杂场所逐一纳入视
线，做到底数清、情况明。

广泛宣传。采取多种
形式，用案例向辖区群众
开展反电诈、反盗窃、防溺
水等安全知识技能宣传，
提高群众守法自觉、自我
保护意识；通过多种途径，
对治安乱点整治进行大力
宣传，广泛发动群众积极
参与排查整治工作，震慑
犯罪。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王卫杰

消防知识进校园
上好“开学第一课”

本报商丘讯 连日来，
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消防救援大队立足实际，主
动作为，组织辖区中小学
校、幼儿园积极开展消防安
全“开学第一课”活动。

部门联动，排除隐患保
平安。该消防救援大队联
合多部门对全区各中小学、
幼儿园等场所全面开展消
防安全隐患检查行动，要求
各单位积极整改火灾隐患，
并落实好整改期间消防安
全措施。

全面动员，提高技能强
管理。该消防救援大队积
极与辖区相关部门沟通对

接，动员全区各中小学、幼
儿园开展一次消防安全隐
患排查、召开一次消防主
题班会、观看一次消防安
全警示片等活动，切实提
高各中小学、幼儿园管理
人员的消防安全意识及消
防安全自我管理能力。

上门培训，营造氛围强
意识。该消防救援大队按
照辖区学校底册将10名消
防文员进行责任分工，分包
学校上门开展消防安全“开
学第一课”活动，使广大师
生充分认识火灾的严重危
险性和做好消防安全工作
的重要性。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黄姗

辣椒喜丰收，农民笑开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