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7 日，在神
火大道与书院路交叉
口西北角的一处绿
地，有众多小商贩聚
集，街边绿地俨然成
为“小吃城”。
本报记者 崔坤 摄

4月8日，在归德路与宋城路交叉口东北角绿化带内，车辆碾压草坪乱停放，这种不文明行为
不仅破坏绿地，也影响城市形象。 本报记者 邢栋 摄

（河南新闻奖新闻名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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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5”一周速递
本报讯（记者 司鹤欣）近日，位于睢阳区归

德路与工贸路交叉口附近的退休保险所家属院的居
民多次拨打 12345政府服务热线，反映小区内通信
线缆和用电线缆私拉乱扯的问题。在 12345政府服
务热线工作人员的督办下，近日相关部门对这些

“蜘蛛网”进行了拆除整理。
在接到小区居民多次反映后，3 月 29 日上午，

“12345”热线督办中心工作人员和新闻媒体记者实
地调查，并会同相关部门商定了整改方案。对此，本
报在 4 月 2 日 5 版作了相关报道。4 月 2 日上午，

“12345”热线督办中心工作人员与中国联通商丘分
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商丘分公
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商丘分公司、河南有线
电视集团商丘分公司、商丘供电公司相关工作人

员，以及睢阳区东方办事处中原社区负责人再次到
达现场。各公司工作人员搭起长梯对小区凌乱的线
缆进行整理或拆除，目前已经全部整改到位，小区面
貌焕然一新。

整改中，由于布线涉及到强电线缆，经过征得
小区居民的同意，商丘供电公司对该小区进行了暂
时断电，保证了整改工作顺利进行。东方办事处中
原社区党组书记刘志刚表示：“感谢‘12345’的工
作人员，这真是解决了我们社区的一个大问题。老
旧小区废弃的线缆太多，涉及的单位多，线缆走向
及用途复杂，我们社区工作人员进行拆除时困难重
重。同时，这种现场督办也是响应国家的号召，为我
们基层工作人员减负。我们社区一定会大力配合，
并加强宣传，保持当前良好态势，防止反弹。”

告别“蜘蛛网”小区变了样

修路导致扬尘多
反映问题：睢阳区翠园路从去年12月份至今因修路

造成卫生环境差、尘土过多，大气污染严重，请有关部
门解决此事。

办理单位：睢阳区委办公室
办理结果：针对群众反映问题，经调查核实，导致

尘土过多的主要原因是翠园路主路面破损严重。睢阳区
市政建设局按照计划，综合天气因素，正在有序施工。
目前，已完成该路两侧人行道花砖铺设工作，且在施工
期间做到边施工边洒水，切实降低扬尘污染。主路面将
在近期施工，待施工完成后，便可完全解决问题。

承诺的奖学金为啥没兑现
反映问题：我是2018年毕业于宁陵县高级中学的学

生，宁陵县教体局原来说对培养优秀学生的老师进行奖
励，对考入重点大学的学生也发放奖学金，但是我们学
生却没有收到奖学金。

办理单位：宁陵县委
办理结果：根据《宁陵县教育体育局关于对2016年

高招工作做出突出成绩的先进教师和考生进行表彰奖励
的规定》（宁教体文〔2016〕 12号）精神，宁陵县高级
中学 2018年高中毕业生有 2人考入全国十大名校，符合
奖励规定。2018年10月，宁陵县教体局和宁陵县高级中
学落实了奖励政策，共发放奖金 4万元，其中对两名考
生的班主任分别奖 5000元，对任教学科全体教师奖 2万
元，对考生每人奖5000元。班主任和任课教师的奖金已
发放完毕，宁陵县高级中学通知两名学生到校领取奖金
后，二人因学业繁忙均未到校领取。现宁陵县高级中学
已告知反映人，其已于近期返校领取了5000元奖学金。

一说到“人人有责”，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标语。“人
人有责”的标语实在是太多了，如“尊师重教，人人有责”

“安全生产，人人有责”“节约土地，人人有责”……标语是
一种要求、一种警示、一种号召，督促着人们的言行，而这
种“泛责任论”值得推敲。

“人人有责”最后仅仅沦为口号标语，究其原因，是因
为每个人的责都不明确，人人都不知道要担什么责。责乃分
内之事，故有职责和尽责之说。干好本职工作做好分内之
事，就是负责任，不然就是未尽职责，要被上级部门追究责
任。因此，“责任”二字不应随意附加到某个人头上。在现
实生活中，我们的许多工作之所以会形成推诿、扯皮、踢皮
球的现象，细想这都和“人人有责”有一定关系。严格地
说，是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丝毫不能含糊。你尽职责
了，就应该肯定；你失职了，则必须承担。问题是，“有
责”不能说得太笼统，没有将责任明确细分。把一些部门或
人群的责任推广到“全民所有”，责任人的责任反而被淡化
了，甚至变得没有了责任。所以，“人人有责”的后果常常
很容易被人为地变成“人人无责”。

责既未明，又无责担，任何一项公共资源只要处于这样
的境况，都必然上演一种“悲剧”。为防止这种“悲剧”继
续上演，遏制公共资源因过度使用而导致资源最终受损枯
竭，明确规定违禁者的“责”才是有效的应对之举。

“一个和尚提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
吃。”要使“人人有责”落到实处，应做到两点，一是要

“人人明责”，即明确个人的责任到底是什么；二是“人人负
责”，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大奖惩力度，使每个该负责的
人都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

“人人有责”还需“人人明责”
□亦言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9年4月18日15
时，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412 室公开拍

卖：商丘市梁园区文化路与凯旋中路交叉口

原市教育局旧址 9幢房屋三年租赁权,建筑面

积约为6061平方米。

有意者，请于2019年4月17日17时前交

纳保证金 10万元 (保证金通过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网站链接转账至银行），并于拍卖当

天持有效身份证件提前一小时到会议室办理

竞买手续；拍卖未成交者，保证金五个工作

日内退还。

展示时间、地点：即日起标的物所在地

电话： 15539056407 15837008735
商丘市亿佳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4月9日

拍卖公告

请以下未按约定签订《商品
房买卖合同》 的客户，务必于
2019年 4月 15日前到海亚春天上
苑接待中心（文化路与归德路交
叉口南100米路东）按约缴纳房款
及相关款项，并签订《商品房买
卖合同》。逾期未办理，海亚公司
将对定购的房屋另行出售，并予
扣留定金或违约金，追究违约责
任。

具体名单见右表：

特此公告
商丘海亚置业有限公司
2019年4月8日

序号 姓名 房源位置
1 刘 菊 1-2-1306
2 薛慧杰 1-1-1702
3 雷新磊 2-2-707
4 马翠萍 2-2-805
5 常 胜 2-2-807

关于敦促未按约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

海亚春天上苑客户履行签约义务的公告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定于 2019年 5月 9
日 10时至 2019年 5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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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taobao.com/
sf_item/591241977223.htm?spm=a213w.7398554.
paiList.32.445f3662C8DsI7，户名：永城市人民

法院），公开拍卖郑州市航空港区祥瑞路南侧，

郑港五街东侧15号楼1单元2层206号房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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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法官

联系电话：15082975999
永城市人民法院
2019年4月8日

永城市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整改后的小区线缆整洁有序。 王蓓蓓 摄专业人员在对凌乱的线缆进行整理。 王蓓蓓 摄

绿地岂能这样被破坏

事件回放：春天万物萌发，许多新人都会在这个时候
来张罗自己的婚事，但结婚可不只是两个新人、两个家庭
的事，还牵扯到亲戚朋友之间人情往来。有的地方攀比之
风越来越盛，导致喜事变成一种负担事。

今年，民政部要全
面推进婚俗改革，倡导
简约适当的婚俗礼仪，
可是结婚毕竟是一个家
务事，该怎么管呢？柘
城县皇集乡孔楼村就开
展了婚俗改革，此事还
上了中央电视台《焦点
访谈》节目。大家可以
扫描右面二维码观看相
关报道。

央视《焦点访谈》点赞商丘
看看因为啥好事

网友评论：过去办个婚礼没个几万块钱绝对下不来，
现在婚俗改革不仅破除了一些陋习，还减轻了百姓负担。

——你好明天
点评：这样的做法移风易俗树新风，应在全市推广。

事件回放：4月 4日下午，梁园区消防救援大队门卫
岗亭发生了暖心的一幕，一位外卖小哥受爱心人士之托，
送去了8杯外卖奶茶，爱心人士还留下了暖心的备注。

“奶茶是给大队的消防员喝的，我做不了什么，只能
尽我所能。如有战请安归，望你们归来仍是少年，望你们
平安顺遂！”

由于订餐信息做了隐私处理，消防员无法联系上这位
爱心人士，只能通过大家的朋友圈向其表达感谢和感动。

网友评论：哪有什么岁月静好，感谢你们负重前行！
小小暖心之举，传递着浓浓温情，这应该是最暖心的奶茶
了吧！ ——秋月扬辉

点评：请每次执行任务一定要平安归来！

我市消防员收到“神秘外卖”
暖心留言让人泪目

事件回放：近日，市交警支队二大队、睢阳区运管局
等部门对三轮车和电动四轮车违规占道、乱停乱放的行为
进行集中整治规范。同时，对那些违章停放的三轮车和电
动四轮车进行了拖离，并对车主进行教育。

什么样的车会被拖走？拖走之后该如何处理？一些没
有规范停放在停车框内，影响车辆、行人通行的电瓶车、
自行车、摩托车，都要被拖走。在禁止停放三轮车和电动
四轮车的地方，都设置了警示标志牌，如果你的车辆被拖
走了，可以根据标志牌上的电话，联系工作人员进行处
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十九条规
定：行人、乘车人、非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
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5元以上50元
以下罚款；非机动车驾驶人拒绝接受罚款处罚的，可以扣
留其非机动车。

网友评论：我市三轮车和电动四轮车比较多，乱停乱
放的情况不在少数，有时更是严重影响交通，应该好好管
理管理。同时，相关部门也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多规划一
些停放区域，方便百姓停车。

——商丘一人
点评：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切勿乱停乱放。

本报记者 杨宁 整理

有三轮车和电动四轮车的注意了

乱停乱放要被拖走

上周全市共受理有效事件 1675件，其中，电话受理 1590件，
微信受理 48件，手机APP 受理 17件，政务服务网受理 7件，网
站受理13件。

本周办理较好的单位有民权县人民政府、夏邑县人民政府、
市教体局、市公安局、商丘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上周群众反映的热点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房产物
业类（睢阳区香君路与归德路交叉口水榭花都小区电梯无人修理
及物业管理问题、梁园区祥和路与锦绣路交叉口往北祥和小区网
线杂乱问题）、部门效能类（虞城和谐北大二期住房公积金不能使
用问题）、市政管理类（珠江路与睢阳大道渣土车扰民问题）、水
电气暖类（商丘市新奥燃气加气站价格问题）。

目前，市住建局超期工单63条，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超期工单
18条，梁园区人民政府超期工单17条。

4月3日下午，商丘12345政府服务热线联合多部门召开热点
难点问题工单协调会，参会的公安、环保、城管等部门相关负责
人就工单反映的情况进行讨论，并拿出具体处理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