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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司鹤欣整理

人民网网民留言督办

婚姻登记窗口有点少
反映问题：虞城县民政局结婚证办理窗口上班晚，窗

口少，效率低，有黄牛占位。
办理单位：虞城县委
办理结果：针对反映人反映的问题，虞城县民政局立

即进行了整改，具体措施如下：一是立即追加了 2台设
备，增加办证窗口；二是抽调3名工作人员，现已充实到
窗口工作；三是采取电话预约制，合理分流高峰期人员；
四是对黄牛排队现象，已联系公安部门介入调查，目前占
位现象已消除。

这种情况算首套房还是二套房
反映问题：我在农村老家宅基地上的自建房已办理了

产权证，在市里买房是算首套还是二套？税率多少？
办理单位：市税务局
办理结果：反映人在虞城县某镇有一套住房（宅基地

上自建房并取得产权证），又在商丘市区购买一套住房。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调整房
地产交易环节契税 营业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6〕 23号）第一条第三款“纳税人申请享受税收优惠
的，根据纳税人的申请或授权，由购房所在地的房地产主
管部门出具纳税人家庭住房情况书面查询结果，并将查询
结果和相关住房信息及时传递给税务机关”的规定，其在
市区购买的住房属于家庭唯一住房，契税按 1.5%的税率
征收。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已将相关税收政策告知反映人，
并对有关涉税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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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回放：清明节前夕，一个10岁少年的深深鞠躬感
动了许多网友，这个少年就是夏邑县火店镇中心小学五年
级的小学生张宇浩。

清明节前夕，火店镇中心小学组织师生到永城市陈官
庄淮海战役纪念馆开展祭扫活动，但在祭扫活动结束后，
老师点名时发现有一位同学不见了。学校少先队辅导员张
婉老师在寻找时发现了这样一个让人感动的画面，一个小
男孩正在认真地对着每一个烈士墓一一鞠躬致敬。感动不
已的张婉没有打断他，而是拿出手机记录下了这一幕。

后来，有记者联系到了10岁的张宇浩，他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虽然有点紧张，但是脱口而出的话语更加令人感
动。张宇浩说：“我很尊敬他们，我怀着激动和崇拜的眼神
去看他们。他们是为了国家的繁荣和富强、为了今天的幸
福生活而牺牲的，我们应该向革命先烈们学习，做革命先
烈的接班人。”

张宇浩的父亲张东风看到网上的视频以后眼睛湿润
了，他为儿子感到自豪。张东风说：“我平时经常给儿子讲
红色故事，他也喜欢看有关红军战士、解放军战士的故事
书籍，非常崇拜英雄。没有烈士们前仆后继就没有现在的
幸福生活，全社会都应该铭记历史、不忘先烈。”

视频传到了网上，全国的网友都在为这个10岁的少年
点赞，从小小的张宇浩身上我们能看到虽然历史定格、英
雄长眠，但红色基因已融入我们的血脉，英烈的精神在我
们心中薪火相传。

网友评论：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对每个中
国人而言，爱国主义教育是一门必修课，而且要从娃娃抓
起。培养青少年从小增强国家意识，激发他们积极向上的
情感和行为，十分必要，意义深远。

——天天向上
点评：父母是引导人，学校则是培养者。为这个男孩

点赞！

夏邑10岁少年一个举动
让网友纷纷点赞

事件回放：近日，FIBA（国际篮球联合会）官宣，郑
海霞等12人入选2021年国际篮联名人堂，她也成为首位以
球员身份入选名人堂的中国球员。

身高 2.06米的郑海霞出生于柘城县，是中国女篮历史
上最优秀的运动员之一。她曾参加过4届奥运会、4届世锦
赛、4届亚运会和8届亚锦赛，为中国篮球留下一段传奇般
的流金岁月。

国际篮联名人堂于2007年创立，其褒奖对象是世界范
围内对篮球运动推广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人物。截至目
前已有来自 37个国家和地区的 110余名杰出运动员和教练
员入选名人堂。

中国篮球协会在贺信中说：“向郑海霞及其家人表示热
烈祝贺，对她为中国篮球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深表敬意！
郑海霞在国家女篮期间取得的成绩，既是个人的荣誉，也
是国家女篮全体成员共同努
力的结果。她们在赛场上顽
强拼搏、永不放弃的精神，
为年轻球员树立了良好榜
样。希望新一代中国篮球
人，能够传承优良传统，为
新时代中国篮球事业发展做
出自己的贡献。”

更多详情，请扫描右侧
二维码进行了解。

商丘老乡郑海霞入选
国际篮联名人堂

网友评论：郑海霞入选实至名归，她是中国女篮当之
无愧第一人。 ——滕循

点评：在名人堂上留名，郑海霞书写了属于中国女篮
和中国篮球的传奇。

本报记者 杨宁 整理

本报讯（记者 司鹤欣）垃圾遍地、杂草丛生、鸡鸣
犬吠……这是3个月前睢阳区宋城街道办事处迎宾社区良
浩家属院门前两侧空地的真实写照。如今，经市12345马
上办便民服务热线现场督办，宋城街道办事处利用环境
整改出的空地，造绿于民，一改往日旧景，昔日空地变
成了绿树环绕、鸟语花香的“微公园”，成为居民休闲的
好去处。

“昔日垃圾遍地，今朝鸟语花香。”能有如此变化，
还得从3个月前说起。1月7日，市12345马上办便民服务
热线联合宋城街道办事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睢阳分
局、睢阳区城管局工作人员展开现场办公，针对市民反
映的良浩家属院门前两侧空地存在垃圾、围挡等问题进
行处理。通过听取居民诉求，各部门协调配合，宋城街
道办事处工作人员随即展开围挡拆除、垃圾清理、地表

覆盖工作。市12345马上办便民服务热线始终坚持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紧抓落实，为群众办实事，相关
工作逐一落实，空地规划建设工作也提上日程。

栽下一棵树，撑起一片荫。桃树、栾树、法桐……
经过近3个月的建设，原来的空地摇身一变成了一座“微
公园”。宋城街道办事处充分利用环境整改出的空地，推
进街头绿地建设工作，健身器材、健康步道、停车位等
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也让这座“微公园”更加美好，居
民更加满意。

金杯银杯不如人民群众的口碑。“为市 12345马上办
便民服务热线点赞，谢谢督办工作人员冒着严寒辛勤付
出，为广大群众做实事、做好事。”对于市 12345马上办
便民服务热线的高质高效办理，居民连连称赞，纷纷拍
手叫好。“宋城街道办事处真心为民办实事，给居民家门

口打造了好环境，我们十分满意。”在采访中，附近居民
如是说道。

据了解，截至目前，总占地约 2000 平方米的该处
“微公园”还在进一步完善当中，整体建设工作完成后，
将会更加美丽。

以督促改见实效

2000平方米空地旧貌换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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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商丘绿实置业有限

公司所提交的“和园（二期）”项目【河南省商丘市夏

邑县北御道西段北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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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楼。预售许可证号：夏房 2021第 052--
053号。

特此公告

夏邑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
2021年4月6日

公 告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定于2021年5月6日10

时至 2021年 5月 7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
市睢阳区人民法院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法院账
户名：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执行款专户，法院主页网址：
https://sf.taobao.com/0370/08），公开拍卖商丘市睢阳区华
夏路东蔡河西珠江路南未来•英伦印象 1-414实际房号
427住宅房，建筑面积为 37.35平方米，用途为住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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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6182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2021年4月5日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定于2021年4月21日

10时至 2021年 4月 22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

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法院账户名：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执行款专户，法院

主页网址：http://sf.taobao.com/0370/08），公开拍卖豫

N0Q771 （现车牌号：豫N3491学）大众牌小型轿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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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9533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2021年4月5日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上周全市共受理有效事件 4498件，其中，电话受理
4089件，微信受理364件，手机APP 受理14件，政务服
务网受理2件，12345网站受理29件。

上周办理较好的单位有梁园区人民政府、虞城县人
民政府、夏邑县人民政府、市公安局、市住建局、市城
市管理局、市生态环境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示范

区住建局、睢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梁园区城市管理
局、睢阳区毛堌堆镇政府、睢阳区新城街道办事处、睢
阳区东方街道办事处、示范区张阁镇政府、示范区平安
街道办事处、示范区中州街道办事处、梁园区王楼乡政
府、梁园区前进街道办事处、梁园区白云街道办事处。

上周群众主要反映的热点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

面：房产物业类（示范区星林郡小区润泓物业不经业主
同意，擅自将单元楼门前的绿化带全部硬化成路面，居
民要求恢复小区绿化；睢阳区名门城五期悦园的开发商
一直不开工），市政管理类（神火大道与凯四街交叉口因
修路，围挡一直不撤，影响周边商铺）。

上周共督办超时工单7件，督办中心现场督办8件并
均已解决。其中现场督办最满意的典型案例是：市民在
开天汽贸分期购买汽车，还完分期之后被告知还要扣除
续保押金，已联合梁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解决。

本报记者 司鹤欣整理

教育部日前发出通知，进一步加强中
小学生睡眠管理工作。其中明确要求：小
学生每天睡眠时间应达到10小时，初中生
应达到9小时，高中生应达到8小时。在对
通知由衷点赞的同时，也有部分家长对如
何落实表示担忧。

为保障学生睡眠，教育部门可谓用心
良苦。本次出台的通知中提出七条具体措
施，从学校开门时间到家长学校教育，
从校外培训结束时间到游戏服务时间等

方面都做出明确要求，还要对成果进行监
测考核。

其实，早在 2017 年，教育部门就在
《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中明确“家校配
合保证每天小学生 10小时、初中生 9小时
睡眠时间”等要求。然而，2018 年教育
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发布的 《中国
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 监测结果显
示，四年级学生睡眠时间在 10小时及以
上的比例为 30.7%，八年级学生睡眠时间

为9小时及以上的比例为16.6%，学生睡眠
时间总体不足。

如果可以“安枕无忧”，谁不希望早点
睡觉？不少网友表示，由于学业负担、通
勤时间、课外辅导等种种原因，根据要求
安排充足睡眠几乎是一种奢求。中小学生
睡眠不足现象的背后，不仅是生活习惯、
上课时间、健康常识的问题，更是群众反
映强烈的学业负担重、压力大等问题。现
实生活中，人们牺牲睡眠时间想换来的，

正是更好的分数。
然而，“无论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

都不能过于注重分数”。分数是一时之
得，教育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来看。如果
最后没有形成健康成熟的人格，那是不合
格的。

除了发通知保障中小学生睡眠时间
外，更应关注睡眠不足的背后成因，寻求
解决问题的根本之策。正确“姿势”不应
是对孩子几点睡觉进行“监督监测”，而是
用更加科学、多元的教育评价机制减轻社
会的教育焦虑，进而切实减轻中小学生学
业负担。只有进一步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
革，改善教育生态，才能让人们避免牺牲
健康追求分数的短视行为，让更多孩子安
心睡觉，拥有更加健康的成长环境。

保障中小学生睡眠 须寻找更好“姿势”
□ 赵琬微

①4月2日，一名男孩在汉梁文化公园内采摘景观树木上的花枝。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②4月5日，在“商丘好人”主题公园内，几个小孩攀爬景观石。
本报记者 邢 栋 摄

③4月 4日，在人民公园内，一名家长带着孩子攀爬数米高
的景观石，十分危险。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④4月5日，在日月湖景区内，游人肆意折损绿化树木，其不
文明行为有损城市形象。 本报记者 邢 栋 摄②

①

③ 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