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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道堵塞盼清污
反映问题：睢阳大道中意建材城北侧道路下水道堵

塞，请相关部门关注。
办理单位：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党工委
办理结果：接到群众反映后，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平

安办事处组织工作人员动用机械对被堵塞的下水道进行
清污，现该路段下水道已畅通。下一步，平安办事处将
制订长效机制，由网格长、网格员组成巡查组，对该区
域路面定期巡查，发现情况及时上报处理。

黑作坊污染环境
反映问题：虞亳路大魏庄村界牌附近路东，有一家

违法喷漆的黑作坊，气味刺鼻，对周围群众的身体健康
存在很大的威胁，群众意见很大，请相关部门治理。

办理单位：虞城县委办公室
办理结果：经查，被反映的喷漆小作坊名称是吴某

某金属除锈加工点，主要生产原料是三角铁，生产流程
是原材料——除锈——成品。虞城县环保局执法人员对
该加工点现场检查时，发现已停产。虞城县环保局执法
人员依法对喷漆设备进行查封，对电路进行拆除，只保
留了照明用电。下一步，虞城县刘店乡将加大环境保护
宣传力度，对全乡范围内的企业进行排查，发现问题及
时整改，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虞城县环保局将加强
日常监管力度，防止死灰复燃，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

餐馆鼓风机产生噪声扰民
反映问题：我住神火大道与雪苑路交叉口附近的阳

光城东苑五号楼，楼下有家餐馆叫杨家牛肉面。该餐馆
在没有专用烟道、与居民楼相邻的商铺开餐馆，并在露
台上安装了油烟机和鼓风机，距离我们住户的窗户很
近。由于鼓风机功率很大，产生的噪声对我们住户的生
活造成一定的影响。恳请政府及有关部门责令该餐馆把
鼓风机从露台移除，还我们住户一个安静的环境。

办理单位：睢阳区人民政府
办理结果：经现场调查，杨家牛肉面后厨油烟净化

装置及鼓风机安装在其二楼楼顶，外部已做隔音处理，
但隔音处理效果不好，现场已责令该饭店立即整改。现
该饭店已将油烟净化装置及鼓风机重新做隔音处理，处
理效果良好。

为加强商品房预（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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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建设部令第 131号）的规定，我们对宁陵县鑫鼎置业有

限公司提交的“鑫鼎雅苑”项目（坐落于城关镇长江路东

侧、昆仑路南侧），申请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有关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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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售范围为 2#楼。预售许

可证号：2018第02号。

特此公告

宁陵县房地产发展保障管理中心

2018年4月8日

公 告
为加强商品房预（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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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部令第131号）的规定，我们对宁陵县鑫和置业有限公

司提交的“鑫和·美林郡”项目（坐落于宁陵县张弓路东

侧、泰山路南侧），申请办理商品房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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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售范围为商业用房。预售许

可证号：2018第01号。

特此公告

宁陵县房地产发展保障管理中心

2018年4月8日

公 告

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定于 2018年 4月 25日 10时至
2018年 4月 26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永城市
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sf.tao⁃
bao.com/sf_item/567191220558.htm?spm=a213w.7398554.
paiList.28.nEOUtS，户名：永城市人民法院)，公开拍卖豫
NHS562丰田凯美瑞牌轿车一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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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37040463

永城市人民法院
2018年4月9日

永城市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河南省宁陵县人民法院于 2018 年 4 月 27 日 10 时至
2018年 6月 25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宁陵县人民法
院淘宝网司法变卖网络平台上 （网址：https://sf.taobao.
com/0370/02,户名：宁陵县人民法院)，公开变卖宁陵县城
关镇张弓北路西侧建设路北侧商住房地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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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法官
联系电话：0370-7763033 17603706312

宁陵县人民法院
2018年4月9日

宁陵县人民法院
变卖公告

编辑同志：
我叫马志新，今年 74 岁，是我市政法系统退休干部。

作为一名有着 38年党龄的中共党员，我退职不退责，恪守
一个党员的本色和操守，始终关心国家发展，学习党的政策
和精神，力所能及为社会进步奉献余热。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祖国各行
各业得到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前些天在
电视上看到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我们全家人都非
常高兴。当习近平总书记出现在屏幕上时，我年过古稀的爱
人激动得流下了泪水。我问她：你看到什么流泪了？她说：
一是看到全国两会胜利召开，感到无比激动；二是看到习总书
记操劳辛苦，他为百姓为国家做了那么多的工作，让人民生活
得到安康，我心疼习总书记，就控制不住地流出了泪水。

听了爱人一番话，晚上我躺在床上，想到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总书记呕心沥血，励精图治，实实在在给全国人民、中
华民族带来了巨大改变，我也情不自禁地流出了热泪。我在
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浮想联翩，后来索性披衣起床，拿起
笔来写了下面这首诗，表达心里的真实情感。

新时代颂歌

党的政策暖民心，神州容颜焕然新。
万丈高楼拔地起，中国梦想将成真。

读者：马志新

讴歌新时代

宁陵县阳驿乡焦林坡村的刘艳玲患白血病在郑州住院
后，每天治疗需要花费两三千元。其家人万般无奈，只好通
过新闻媒体请求爱心人士向她伸出援手，4月 3日，《商丘
日报》网事·热线版刊发了《年轻女子患大病 无钱治疗
愁煞人》。

稿子刊发后，刘艳玲的手机就响个不停。有人鼓励她
要坚定信心和疾病抗争，有人为她提供治疗方案，还有人
为她捐助善款。最近两日，刘艳玲先后接到 3000 元、

9000元两笔捐款。当她向对方问其姓名、工作单位和通
信地址时，对方说“不图报恩，只为救助”。刘艳玲只记
得一位手机号码是13803860622的好心人捐助9000元，一
位手机号码是13783502225的好心人捐助3000元。还有一
些好心人通过网络筹款平台为她捐款共计4.12万元，躺在
病床上的刘艳玲十分感谢这两位不愿留姓留名的好心人和
其他给她捐款的好心人。她说：“有这些好心人的支持和
帮助，我与疾病作斗争的信心更足了。”

感谢两位好心人 捐款相助不留名
□ 屈效东

属于春天的“味道”
事件回放：春吃花、夏吃叶、秋吃果、冬吃

根，根据时节来吃喝，可是古往今来的美事，在春
暖花开的美丽季节，当然要做个“花吃”。这几
天，春天的味道格外强烈，这就为吃货们奉上“吃
货手册”。

小时候，房前屋后总有许多很高的槐树，每年
这个季节，槐花争相开放，也是我们大饱口福的时
候。槐花有凉血止血、清肝泻火、清热解毒、降血
压等功效。槐花入菜，是北方的专属美食，吃法很
多，蒸槐花、槐花炒鸡蛋、槐花饼、槐花粥，还可
以入馅包包子或饺子。

榆钱可以生吃，越嚼越香，也可以洗干净蒸榆
钱饭，做榆钱窝窝头，小时候吃过最多的就是榆钱
饭，做法也非常简单。

香椿树是农村很常见的树木，因为有特别的香
味，所以和别的树
木比起来会显得很
特别。香椿树的嫩
苗是可以食用，无
论凉拌还是爆炒，
都是饭桌上的美味。

这些美味怎么
做才好吃，大家可
以扫描右面二维码
进行了解。

4 月 9 日，我市
九州路与宜兴路交叉
口，一根线杆竖立十
字路口，周围电线散
落一圈，不仅给行人
车辆通行带来不便，
也存在安全隐患。
本报记者 邢 栋 摄

4月8日，在我市
南京路与豫苑路交叉
口西侧约 50 米路北，
一处弱电箱破损，密
密麻麻的电线裸露在
外，不仅影响市容环
境，还会带来安全隐
患。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记者从国家网信办获悉，近期
“快手”“火山小视频”直播短视频平台传播涉未成年人低
俗不良信息，社会舆论反映强烈，国家网信办近日依法约
谈“快手”和今日头条旗下“火山小视频”相关负责人，
提出严肃批评，责令全面进行整改。

经查，“快手”“火山小视频”未能落实企业主体责
任，出于博取眼球、获取流量目的，疏于账号管理，任由
未成年人主播发布低俗不良信息，突破社会道德底线、违
背社会主流价值观，污染网络空间，严重影响青少年健康
成长。

国家网信办依据《网络安全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
理办法》《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要求

“快手”“火山小视频”暂停有关算法推荐功能，并将“王
乐乐”“杨青柠”“仙洋”“牌牌琦”“陈山”等违规网络主
播纳入跨平台禁播黑名单，禁止其再次注册直播账号。

“快手”及“火山小视频”相关负责人表示完全接受处
罚，将进行彻底整改，暂停更新有关频道5天，禁止未满
18周岁的未成年人注册网络主播，已有账号一律关停，
进一步完善审核管理机制，建立未成年人保护体系，用正
确的价值观指导算法，积极传播正能量。

国家网信办相关负责人指出，各地直播短视频平台应

引以为戒、举一反三，主动加强自查自纠，及时处置违法
违规及低俗不良信息。今年3月以来，国家网信办已依法
关停“夜车直播”“月光秀场”等70款涉黄涉赌直播类应
用程序。相关平台累计封禁涉未成年人主播账号近 5000

个，删除相关短视频约 30万条。下一步，国家网信办将
继续会同有关部门加大对网络直播和短视频的监督管理，
净化网络环境，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风清气正的
网络空间。

网友评论：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空气中弥漫的
淡淡清香，是故乡的味道。

——不一样的晓米
点评：俗话说：四季更替，适时而食。是时候一

口“鲜”一口“嫩”，把春天的“味道”吃进肚子里了！

我市5家医院入围

中国医院竞争力排行榜
事件回放：2017中国医院竞争力地级城市医

院排行榜最新出炉，商丘有5家医院榜上有名！
近日，香港艾力彼医院管理研究中心发布

2017中国医院竞争力排行榜，商丘有 5家医院上
榜。市第一人民医院冲进地级城市医院100强，位
列第79名；在县级城市医院300强中，柘城县人民
医院排名第 160 位，永城市人民医院排名第 186
位，夏邑县人民医院排名第287位；虞城人民医院
入围县级城市医院500强。

香港艾力彼医院管理研究中心从 2010年开始
发布医院竞争力排名，业界影响力较大，是目前全国
权威医院排行榜之一。

百强排行榜从医疗技术、学术影响力、资源配
置、医院运行等方面分析中国顶级医院500强。数
据来源主要来自各级政府公布的财务年报和统计年
报，以及各家医院公开报道的数据等。

网友评论：我市整体医疗水平还比较薄弱，社
区诊所太少，看个小病都要往大医院跑。

——看人说话
点评：医疗技术和资源配置上保持良好的发展

态势，但优质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匀依然存在。
本报记者 杨宁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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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手”“火山小视频”传播涉未成年人低俗不良信息被约谈

网友：直播平台乱象须根治

任何触碰道德与法律底线的平台，都必须严管和严惩！
——Dr世界

非常支持整治！一些短视频平台通过博眼球及肤浅
行为走捷径赚钱，就应该被下架。网络平台需要用正能
量的内容去积极影响社会，让有真正才华的人展示自己
的能力。 ——lisy2018

对于整治直播乱象，我有几点建议：用户存在违
规、违法行为直接处罚平台；违规三次，关停整顿平
台；平台监管用户，签约的也要有各种条例来约束。

——mendiys
有些网络媒体一直秉承这样一个观点：本身并不生

产内容，只是依靠算法来进行分发和推荐，算法本身没
有错啊。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技术是人开发的，人是有
价值观的，作为一个偏媒体的平台，又是一个影响力很
大的平台，绝对不是一个技术公司那么简单，影响越大

你的责任就越大。
——乔一

这些以营利为目的的平台，他们推介给你看到的世界
并不是全世界，不要束缚在他们推介的“信息茧房”内。

——观察九万
孩子是每一个家庭里最值得被保护的那个人。直播

平台都应该有社会责任小组，包括“风险提示系统”、未
成年人无法注册账号和上传短视频内容等。孩子们所上
传的和所看到的东西，家长也应该有所了解，共同为孩
子的成长提供保障。

——和而不住
“抖音”“快手”“火山小视频”等成了中小学生最常

用交友平台，针对目前的乱象，个人认为对这些平台要
么整改，要么下架。 ——风风火

本报记者 杨宁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