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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庄村两委班子里，64岁的于东
奎算得上“老资格”。他已经干了二十
多年的村干部，前几年当上支部书记，
是名副其实的“老”干部。

过去的新庄村，家家门前堆杂物，
牲口粪便到处撒，臭气熏天。村里的
路，离了雨鞋就走不出去。老于下定决
心，要在任职期间，让村里发生点儿变
化，彻底干净起来。

然而，早已习惯了从土坷垃里刨食
的村民，不吃这一套，连老伴都有些怀
疑。“村民几十年养成的习惯，你能给他
们改掉？”老伴说他异想天开。

一开始，村民不配合，就是不收拾，
“你咋说，他们就不搭理你”，老于也不
急着解释，从 2015年 3月 15日开始，到
当年年底，近 10个月的时间，他带领村
两委走村串户，边干边说。

买油锯、锯柴火、整杂物、倒垃圾……
大半年来，老于和他的班子成员，硬是把
一个“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的小山
村，变得整洁有序了。

这一下，村民们全被发动起来了。
经过几年的日夜操劳，新庄新起来

了，而 64岁的老于却老了，白发悄悄爬
上了鬓角。

脏乱差的村子焕然一新、整村退出贫困村、发展起了乡村旅游……
三门峡卢氏县范里镇新庄村变化背后，是村党支部书记老于和村两委干部的“较真”

村里旅游搞得有多火？
游客把小卖部几乎给买空了

夏秋之交，豫西大地一派葱
绿。从三门峡卢氏县沿洛河驱车
二十余分钟，就来到了范里镇新庄
村。沿着村头大路往里走，一片郁
郁葱葱中，掩映着几排白墙灰砖的
新居，整洁而有序。

然而，过去的新庄村，一点都不新。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一副“脏乱差”的景
象。

改变，要从一个人说起——新庄村党支部书记于东奎，村里人口中的“老于”。

河南商报记者 李志远 文/图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
法院将于 2020 年 10 月 11 日 10 时起至
2020 年 10 月 12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
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淘宝
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郑州市金水
区鑫苑路 26 号 25 号楼 5 层 38 号（不动产
权证号：1101040323 号）房产一套进行公
开拍卖活动（详情请见网：http://sf.taobao.
com/0371/13，部分页面上法院简称为“开
发区”）。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年 9月 7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
法院将于 2020 年 10 月 11 日 10 时起至
2020 年 10 月 12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
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淘宝
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郑州市管城
回族区郑汴路 60 号 1 单元 4层 403 号房产
【豫（2017）郑州市不动产权第 0219149号】
一套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见网址：
http://sf.taobao.com/0371/13，部分页面上法
院简称为“开发区”）。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年 9月 7日

拍卖公告

>>>招商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13526798286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
法院将于 2020 年 10 月 12 日 10 时起至
2020年 10月 13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淘宝网
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河南省郑州市
新郑市龙湖镇华南城二路北侧、求实路西
侧华南城 4A区 A11号【豫（2017）新郑市不
动产权第 0017849 号】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详情请见网址：http://sf.taobao.com/0371/13
（部分页面上法院简称为“开发区”）。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年 9月 7日

拍卖公告

濮阳润源报废汽车回收有限公司委托河南
科瑞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濮阳润源报废汽
车回收有限公司年回收拆解 1万辆报废汽车项
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将有关信息公布如
下：项目位于濮阳市濮阳县文留镇前草场村北
500 米；主要建设拆解车间，各类车库、办公室
等。建成后将形成年回收拆解 1万辆报废汽车
项目，其中：小型车 7500辆、中型车 1500辆、大
型车 1000 辆。总投资：5000 万元。总占地积
22666.8平方米。具体信息请查看环评爱好者论
坛链接：http://www.eiafans.com/thread-1320383
-1-1.html。

濮阳润源报废汽车回收有限公司年回收拆解1万
辆报废汽车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0 年 10 月 10 日 10 时起至 2020 年 10 月
11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
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上对位于郑州市二七区京广南路 10 号
院中岳大厦 3单元 19层 1901 号的房产（不
动产权证号：1401138187）进行公开拍卖活
动，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sf.taobao.com/
0371/11?spm=a213w.3065169.0.0.M03r4A，
户名：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二〇二〇年九月八日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司法网络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0 年 10 月 10 日 10 时起至 2020 年 10 月
11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
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上对位于郑州市二七区长江中路 128 号
（七期）50 号楼 10 层 68 号的房产（不动产
权证号：0901024829）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sf.taobao.com/0371/
11?spm=a213w.3065169.0.0.M03r4A， 户
名：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司法网络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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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
法院将于 2020 年 10 月 12 日 10 时起至
2020 年 10 月 13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
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淘宝
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郑州市中原
区中原西路 131 号 48 号楼 5 层 503 号【豫
（2016）郑州市不动产权第 0030186 号】房
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见网址：http:
//sf.taobao.com/0371/13（部分页面上法院
简称为“开发区”）。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年 9月 7日

拍卖公告

尊敬的巩义市用电客户：
近年来，我公司对长期挂账的客户预交电费

开展了清理和清退工作，但仍还有部分客户因无
有效联系方式而无法退回。请原电表已销户，但
在供电公司仍有预交电费的用电客户及时到当地
供电营业厅办理退款等相关事宜。逾期未办理视
为放弃该款项，将按相关法律法规办理。

办理时：
1.个人用户需提供：预收电费收据（发票）、身

份证原件复印件、本人银行卡（折）原件复印件；
2.单位客户：预收电费收据（发票）、预收电费

协议、银行转账凭据、营业执照、银行开户、法人身
份证、单位授权办理委托书、经办人身份证。

办理地点：
巩义市供电公司0371-64593305
巩义北山口供电所0371-64122057
巩义城区供电所0371-64593287
巩义大峪沟供电所0371-64056022
巩义河洛供电所0371-64280028
巩义核桃园供电所0371-64082499
巩义回东供电所0371-64234294
巩义回郭镇供电所0371-64233651
巩义夹津口供电所0371-64228860
巩义康店供电所 0371-64324036
巩义鲁庄供电所0371-64439261
巩义米河供电所0371-64338122

巩义南河渡供电所0371-64157177
巩义涉村供电所0371-64021137
巩义西村供电所0371-64031266
巩义小关供电所0371-64441021
巩义孝义供电所0371-64352082
巩义新中供电所 0371-64186838
巩义站街供电所0371-64426010
巩义芝田供电所0371-64134880
办理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10日内
特此公告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巩义市供电公司
2020年9月9日

关于清退长期挂账预交电费的公告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
法院将于 2020 年 10 月 11 日 10 时起至
2020 年 10 月 12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
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淘宝
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郑州市管城
回族区郑汴路 60 号 1 单元 4层 410 号房产
（不动产权证号：1201022964 号）一套进行
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见网址：http://sf.taob
ao.com/0371/13，部分页面上法院简称为
“开发区”）。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年 9月 7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

法院将于 2020 年 9月 24日 10时起至 2020
年 9 月 25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郑州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
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新郑市龙湖镇机场
路北侧李垌村西侧富田兴龙湾 A-6 号楼
1-3 层 104 房产（合同号：15001107561）一
套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见网址：http:
// sf.taobao.com/0371/13，部分页面上法院
简称为“开发区”）。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年 9月 7日

拍卖公告

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以下执业证挂失，声明作废：孔华：02000941160080020180800151；郭春仙：02000941110080020180800115；张
会军：02000941110080020180800318；田桂丽：02000941050080020180800153；李艳菊：02000941140080020180800607；王燕云：02000941070080020
180800256；卢雪：02000941130080020180800350；刘洁：02000941150080020180900194；耿颖华：02000941140080020180900530；段秀丽：020009411
30080020180900366；邓风卫：02000941030080020180900310；何培：02000941070080020180900351；张向阳：02000941140080020180900134；康永
玲：02000941130080020180901012；郭庆云：02000941050080020180900236；王梦琦：02000941000080020180900311；张先荣：0200094100008002018
0900459；赵焕军：02000941170080020180900266；吴书娜：02000941110080020180900048；王静：02000941080080020180900160；张玉玲：020009410
70080020180900183；申文锋：02000941060080020180900108；段俊瑞：02000941000080020180900635；陈灵霞：02000941000080020180900563；石超
伟：02000941160080020180900082；陈文凯：02000941110080020180900030；高利坡：02000941030080020181000030；马小女：0200094107008002018
1000039；申佩佩：02000941070080020181000493；杨秀丽：02000941170080020181000221；张伟：02000941070080020181000485；陈彩云：020009411
60080020181000163；李金环：02000941000080020181000150；贾书彩：02000941000080020181000168；冯卫军：02000941150080020181000148；杨
进：02000941160080020181000251；任璐：02000941000080020181100298；李政：02000941020080020181100188；王学霞：0200094113008002018110
0466；李秀玲：02000941140080020181100283；吴士华：02000941140080020181100103；徐欣欣：02000941170080020181100142；刘齐：020009410700
80020181100419；孙学礼：02000941000080020181100183；符芳：02000941130080020181100917；袁松峰：02000941100080020181100846；朱鹏飞：
02000941000080020181100394；冯素珍：02000941030080020181100022；王彪：02000941100080020181101041；郭兴兴：02000941080080020181100
147；宋亚超：02000941030080020181100127；杜美荣：02000941050080020181100035；张玉玲：02000941050080020181100019；王银兵：02000941060
080020181100021；侯艳芳：02000941050080020181100213；贾方园：02000941160080020181100044；杨新霞：02000941000080020181100923；侯改
平：02000941030080020181100758；范会林：02000941000080020181101225；张建涛：02000941000080020181101276；徐林森：0200094100008002018
1101565；徐周丽：02000941150080020181200010；张新涛：02000941040080020181200962；李金平：02000941130080020181200055；王瑞：020009411
50080020181200655；杜玲：02000941150080020181200534；李玉梅：02000941150080020181200526；王大琴：02000941150080020181200374；郭冠
利：02000941000080020181200029；王素霞：02000941110080020181200501；周素敏：02000941110080020181200384；钟双明：0200094100008002018
1200096；杨保莲：02000941150080020181200307；时春蕾：02000941110080020181200260；赵建丽：02000941090080020181200416；马瑞瑞：0200094
1090080020181200205；李亚杰：02000941000080020181200238；尹亚萍：02000941020080020190100042；周俊：02000941130080020190100576；张银
梅：02000941020080020190100413；赵新娥：02000941130080020190100398；马丽：02000941170080020190100038；李景洲：020009411700800201901
00011；许云红：02000941030080020190100057；胡义静：02000941130080020190100074；王粉：02000941040080020190100358；寇珊珊：02000941110
080020190100149；宋哲：02000941110080020190100044；魏亚星：02000941110080020190100173；顾祖华：02000941150080020190100208；李亲杰：
02000941070080020190100164；李五安：02000941070080020190100041；李欣：02000941140080020190100390；李一可：02000941140080020190100
156；崔华：02000941060080020190100031；刘佼钰：02000941080080020190200119；刘昕：02000941160080020190200079；罗焕：02000941110080020
190200192；王霞子：02000941030080020190200515；王美玲：02000941140080020190200243；赵兰霞：02000941140080020190200325；李玉：0200094
1140080020190200309；杨敏：02000941140080020190200577；吴开秀：02000941130080020190200434；刘斐：02000941130080020190200475；史发
民：02000941110080020190200060；黄莎莎：02000941070080020190200018；李小莉：02000941070080020190200294；赵春荣：0200094100008002019
0200174；陈枝红：0200094104008002019030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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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于年龄大，心态却年轻。采访
中，直播带货、乡村旅游，是他念叨最多
的词儿。

“我今年承包了两个大棚，算下来，
能挣个五六万元。”说这话的，是新庄村
62岁的脱贫户付铁国。付铁国因为身
体原因，2017年成为村里建档立卡的贫
困户。在村里的帮助下，2018年他就成
功脱贫。他的脱贫秘诀就俩字儿：勤
快。“还是要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村里
让我承包大棚，教我技术。”这是付铁国
脱贫后最常说的一句话。

付铁国口中所说的大棚，就是老于坚
持发展的产业之一——食用菌种植。老
于介绍，村里利用移民整合资金，成立了8
个香菇种植合作社，占地80亩，目前已建
成投产69个出菇养菌大棚、2座冷库。

村民脱了贫，老于的脚步却停不下
来了，于是，连翘种植、光伏发电、乡村
旅游等项目，也很快在新庄扎了根。

尤其是搞乡村旅游，老于很有一
套。咋吸引城里人来？除了有山有水，再
种上10亩月季园，三季有花，四季有草，
将来再打造个范蠡主题公园。人来了怎
么吃好住好？村里建起四合院，供的都是
农家菜，纯天然，让游客吃得放心……

“2019年春节的第一天，村里一下
子来了几千人，到处停满了汽车，吊桥
上也站满了人，村里的小卖部几乎被买
空了。”提起村里的变化，村主任赵江合
不拢嘴。

如今，村子大变样了，村民腰包鼓
起来了。人人见了老于，都竖大拇指，
谁还会说老于“老”呢？

在新庄村，记者感触最深的就是这
里的村民脱贫致富的态度——较真。

试想，村两委干部如果不“较真”砍
树木、扒烟房、锯柴火，又怎会出现整洁
有序的村容村貌？

试想，老于如果不“较真”发展产业，
又怎么能够为村民提供就业机会，助力

其脱贫致富？
试想，62岁的付铁国如果不“较真”

过好日子，又怎么会去主动承包大棚，钻
研技术？

正如老于所言，扶贫先扶志，将村民
致富的志气扶起来，让其与贫困较真，脱
贫便只是时间问题。

新庄村位于卢氏县范里镇东北部，
距镇政府所在地3公里，共有4个居民组，
农业人口 283 户 722 人（其中移民 450
人），党员18人，村两委班子成员7人，耕
地面积210亩，林地面积518亩，总面积3

平方公里。新庄村于2017年被确定为深
度贫困村，确定贫困户50户168人（其中
移民贫困户32户120人），2018年整村退
出贫困村，主导产业为香菇种植、连翘种
植、光伏发电、旅游开发及劳务输出等。

老于真“老”

老于不“老”

记者手记

乡村名片

新庄村党支部书记于东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