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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5”一周速递

上周全市共受理有效事件 1972 件，其中，
电话受理 1745 件，微信受理 182 件，手机APP受
理19件，政务服务网受理12件，网站受理4件。

上周办理较好的单位有睢阳区人民政府、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市城市管理局、商丘市
交通运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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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睢阳区长江路和华夏路交
叉口帝和温莎阳光小区乱停车问题、梁园区平原
路与陇海路交叉口西城花园小区物业收费及办理

房产证问题、梁园区凯旋北路和黄河路交叉口西
北角康城花园物业不作为问题）、城市交通类（示
范区民主路与睢阳大道交叉口御龙湾小区南门围
栏开口问题）、水电气暖类（示范区学院路与宇航
路交叉口和馨小区停电问题、虞城县木兰大道西
湖春天B区水质差问题）。

上周督办中心共督办128件，其中办理好的典
型案例有示范区长江路东段商丘工学院家属院门
口修路把化粪池和下水道挖断的问题，通过督办得
以解决。 本报记者 司鹤欣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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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5月 14日是焦裕禄同志逝世 55周年纪念日，在这
个特殊的日子里，我又想起了自己从年轻到现在学习焦裕禄
精神的几件往事。

1966年2月7日晚饭后，在部队服役的我和两个战友在
操场锻炼身体，18时 30分，我们团广播室播放了由穆青、
冯健、周原三人合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
裕禄》。当我听广播里说，焦裕禄是河南兰考县委书记时，
我的心情受到了震动，因为我也是河南豫东人，我急忙叫住
我的两个战友，站在操场上，静心地听着广播里播放的焦裕
禄同志的先进事迹。我们三个人边听边流泪，在零下十几度
的寒冬，我们站在操场上，一直把焦裕禄的先进事迹听完。
第二天下午，作为班长的我组织全班 15名战士认真学习了
《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全班战士流着泪听完了焦
裕禄同志的先进事迹，大家一致表示，要以实际行动向焦裕
禄同志学习。

2014年 3月 17日，习近平总书记参观兰考焦裕禄纪念
馆时，把焦裕禄精神概括为“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
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当时我所在的梁园区白云街道
工委归德小区党支部以党课的形式，组织支部广大党员认真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焦裕禄同志的先进事迹。大
家一致表示：“我们人虽然退休了，但我们还是共产党员，
我们要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严格要求自己，走好自己的晚
年路。”

2016年8月，我让儿子开车带着我和老伴到兰考焦裕禄
纪念馆，再一次参观学习焦裕禄同志的先进事迹，又一次受
到教育。参观后，我在留言簿上签名留言：“焦裕禄同志的
革命精神和先进事迹，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

焦裕禄精神指引我前进
□ 李振庭

幼儿园竟然招收一年级学生
反映问题：虞城县黄冢乡七彩阳光幼儿园违规招收

小学一年级学生，请相关部门关注此事。
办理单位：虞城县委
办理结果：经虞城县教体局工作人员现场核查，黄

冢乡七彩阳光幼儿园共有班级 11个，有学生 428人。经
清点幼儿人数和查看教材，发现该园有32名学生用书为
小学一年级教材。通过学籍系统核实，该32名学生中有
7人已经建立了一年级学籍，其余 25人因去年入学时年
龄不满六周岁，没有建立学籍。经询问该园负责人，七
彩阳光幼儿园是黄冢乡育才学校原校区，因育才学校教
学用房紧张，便临时让一年级学生在七彩阳光幼儿园上
课，教师及学生管理均由育才学校负责。育才学校为此
提供了两所学校联合办学协议书。七彩阳光幼儿园内存
在小学一年级学生现象属实，其行为属于跨层次办学，
违反了有关规定。针对其错误做法，虞城县教体局做出
了严肃处理：（1）责令育才学校与七彩阳光幼儿园纠正
错误，立即停止跨层次办学行为。（2）给予育才学校和
七彩阳光幼儿园全县教育系统通报批评。（3）责成黄冢
乡中心学校以此为戒，举一反三，加强并规范本辖区学
校办学行为，防止类似现象再次发生。

医院门口路面不平
反映问题：宁陵县妇幼保健院门前人行道和机动车

道交接处有大坑，进出看病的车辆和急救车辆因坑洼路
面经常熄火或发生追尾事件，造成拥堵，耽误患者就诊
时间，请相关部门及时修补损毁路面。

办理单位：宁陵县委办公室
办理结果：经宁陵县城管局与宁陵县妇幼保健院沟

通协商，为方便群众就诊，宁陵县妇幼保健院愿积极承
担门前路面修复工作。该路面已于5月9日完成修复。

本报讯（记者 司鹤欣）“长江路与三明路交叉口北 50
米左右的路面上有一个大污水坑。这路上来往车辆多，好
多辆车的车轮都掉进坑里啦，请你们快来看看吧！”近日，
市12345政府服务热线接到睢阳区一居民来电。

5月17日，市12345政府服务热线督办中心工作人员
与新闻媒体记者一起到达该路段进行实地调查，发现该
处确实有一个长约 2米、宽约 1米的污水坑，虽然上面

用木板盖住，但依然散发阵阵恶臭。据了解，该污水坑
将近 60厘米深，是由于之前道路雨污分流管网施工造成
了阻塞，经过车辆碾压导致该坑的形成。由于曾多次出
现车轮陷进坑里的情况，周围居民临时在污水坑上面覆
盖了木板。

随后，市 12345热线督办中心工作人员与睢阳区市
政建设局取得联系，该局相关负责人到达现场。经过现

场办公，睢阳区市政建设局市政科相关负责人表示：立
即安排抽污车及疏通车到达现场，对该污水坑进行抽污
排水，待污水处理完毕后及时查明原因并迅速进行回
填，消除该处安全隐患，确保在最短时间内恢复道路的
正常通行。

5月20日，记者从市12345政府服务热线了解到，目
前该处已清污完毕，坑口已经用钢板盖上。

市民反映：污水坑拦路不安全
“12345”督办：消除隐患保畅通

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定于
2019 年 6月 6日 10 时至 2019 年 6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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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4789429864.htm?spm=
a213w.7398554.paiList.20.7b013662vP ⁃
cJe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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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

永城市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为了加强商品房预售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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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号）的规定，我们对夏邑县

宏达置业有限公司所提交的“宏达·

盛世华庭”【夏邑县御道南路中段南侧

（班庄路中段北侧）】申请办理商品房

预（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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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楼。预售许可证号

2019第030—031号。

特此公告

夏邑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

2019年5月21日

公 告
为了加强商品房预售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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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号）的规定，我们对夏邑政

通置业有限公司所提交的“政通·帝

皇现代名城”（夏邑县南环路东段南

侧）申请办理商品房预（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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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9#、10#、11#楼。预售许可证号

2019第032—036号。

特此公告

夏邑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

2019年5月21日

公 告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

2019年 6月 24日 10时至 2019年 6月 25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梁
园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上（ 网 ：http://sf.taobao.com/law_court.
htm?spm=5262.7189077.0.0.qsF8TH&us ⁃
er_id=2021143562，户名：商丘市梁园区人
民法院）,公开拍卖宁陵县金山路北侧张弓
路东侧博雅瑞景小区第一幢商铺105-205
商铺，建筑面积 199.98平方米；第一幢商
铺 108-208商铺，108-208号商铺建筑面
积 281.46平方米；博雅瑞景小区第五幢一
单元201号住宅，建筑面积143.06平方米；
博雅瑞景小区第五幢一单元 301号住宅，
建筑面积 143.06平方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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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8211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19年5月20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
于 2019年 6月 24日 10时至 2019年 6月
25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
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
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
law_court.htm?spm=5262.7189077.0.0.
qsF8TH&user_id=2021143562，户名：商
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公开拍卖河南
省郑州市金水区经三路北段 84号院文
馨花园 26 号楼东 3 单元 302 号不动产
（房屋所有权证号 0801000878），建筑面
积：156.73平方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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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法官
联系电话：13781556165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19年5月20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
2019年 6月 10日 10时至 2019年 6月 11
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
市梁园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
平 台 上（网 址 ：http://sf.taobao.com/
law_court.htm?spm=5262.7189077.0.0.
qsF8TH&user_id=2021143562，户名：商
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公开拍卖商丘市
梁园区睢阳大道北段白云世贸 3区 2层
3#B92、3#B93、3#B94、3#B95、3#B96、
3#B105、 3#B106、 3#B107、 3#B108、
3#B109、3#B110 号共十一套房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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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8076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19年5月20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第二次）

5月20日，我市工业大道整段道路多处塌陷，许多窨井没有覆盖，不仅影响市容市貌，也给车辆和行
人通行带来危险。 本报记者 邢 栋 摄

事件回放：近期，我市西部城区传来消息，南京路西
延工程即将完成，预计7月底将正式开通。

南京路是我市城区东西方向的一条主干道，东接火车
南站，贯穿睢阳大道、中州路、归德路、神火大道、凯旋
路等繁华路段。通车后，南京西路将西延至航空港经济
区，直达机场。所以说，南京路西延工程承载了西部城区
腾飞的重任。

网友评论：西延和北控一直在商丘四个方向发展中相
对弱势一些。这两年，北控在高铁站的带动下有了不小的
起色，西延一直缺少较好的契机。现在，契机来了，机场
和机场道路势必会给西部城区带来良好的发展条件，给西
城百姓带来更好的生活环境。 ——商东南

点评：直达机场的南京西路对西部城区发展是一个不
小的利好。

本报记者 杨宁 整理

南京西路预计7月底正式开通

5 月 19 日，商丘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内的永新路预留的人行道多年不修，现在
部分路段变成了菜地。 本报记者 刘忠 摄

5月 19日，在平原路与郑商路交叉口
西南角，人行道上被商贩摆满了杂货。

本报记者 崔坤 摄

事件回放：向阳路步行街绝对是市中心最为繁华的地
带，几十年树龄的法国梧桐树郁郁葱葱，这里见证了城市
的发展，记录了很多人美好的回忆。

步行街经过几十年的商业发展，高低业态混杂，繁华
与杂乱并存，作为区域经济、文化的重要地带，步行街整
体环境改造升级一直是市民关心的问题。近期，这里将迎
来改变，向阳路、凯四街已经建起了围挡，向阳路升级改
造与凯四街拆迁扩建将同
步进行。

步行街未来将以时光
为主题，穿插多景观绿
化、喷泉、雕像及历史文
化元素景观，打造都市文
化与现代艺术风格为一体
的体验式购物公园。

想了解步行街升级改
造的进展及改造后的效果
图，请扫描右侧的二维码。

步行街升级改造正式启动

网友评论：改造升级的不应该只是硬件设施，更应该
是档次与格局。市区的商业布局从大商到“商”字，再到
万达，已经慢慢南移，现在的步行街最多算是大商商圈的
一个辅助品，且步行街的格局与档次已与南部各商圈有了
差别，想要恢复以往的辉煌，还要看老地委那块的爱琴海
是否能够崛起。 ——商丘一人

点评：希望升级后的步行街能留住更多商丘人的脚步
与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