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告 凡在宝丰华宇天泰原购买
房人需交下余房款入住的，
一律将剩余房款交到华宇天

泰售房部王帅军 18237595016收。
凡新购或预定房者一律到华宇天泰

售房部办理手续。
凡未经华宇天泰售房部王帅军经办

的，一律无效。
所售房款全部用于工地施工。

平顶山市华宇天泰实业有限公司
2017年 9月 1日

平顶山市建设路西段北 3号
院（原市委家属院）1号楼住户：屠

金明、王朝选、陈仲新、杜学甫、郭喜山、赵
首道、曹明道、孙中申，以上人员本人或家
属，请于 9月 10日前到平顶山市新华区云
泽巷周边区域改造项目指挥部办理房屋产
权有关手续，逾期不办者视为自动放弃。

平顶山市新华区云泽巷周边区域改造
项目指挥部

2017年9月1日

通知

岗位：一、总经理一人，大专以上学历，25-
35岁，要求有2年以上管理经验。薪资
5000+绩效。
二、业务员20人，市内快递外卖员可兼职。
薪资2600+业绩。

三创传媒国家薯类主食化营养馒头
推 广 项 目（平 顶 山）招 聘

联系方式：0375-2858899 2898899
地址：建设路西段258号嘉德商务6302

平顶山市华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号：410491000024021）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债务人于见报
之日起45日内到公司申请登记。

特此公告
平顶山市华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7年9月1日

注销公告

叶县2017年度
新建加油站公示
根据省商务厅（豫政办【2016】157）

号精神和（平商【2016】210 号），叶政函
【2016】40号精神，现对 2017年新建加油
站进行公示。

1.叶县众鑫石化加油站，投建人：王
晓云，地址：叶县龙泉乡胡营村双付营村
洪辛路东（龙泉小学南 3.8公里处），占地
面积 1526.99平方米。

2.叶县润田加油站，投建人：宋四
元，地址：叶县辛店镇南房庄村（北 300
米路东），占地面积：1600.8 平方米。公
示期 7天，如有异议，请与叶县商务局市
场建设体系股联系。

电话：0375-3319696。
叶县商务局

2017年9月1日

本报讯（记者张亚丹 通讯员张旭
长）“作为责任人，我保证在24小时内完
全按照标准完成整改任务，如果完不成，
愿自动取消文明单位称号。”8月30日上
午，在湛河区一背街小巷内的一家资质
不健全的宾馆里，分管此处创文工作的
责任单位一把手正现场向区创文联合督
导组做检讨、立保证。

连日来，湛河区创文联合督导组一
直在辖区宾馆、酒店、商场、超市、网吧等
处进行地毯式暗访排查，发现问题，即时
下达通报材料及整改通知，要求限时整
改，使创文进展明显加快。

为确保创文迎检工作落到实处，湛
河区专门召开创文迎检动员大会，对创
文任务进行再细化、再分解，并进一步充

实创文督查组，通过暗访，排查短板，采取
督改并行的模式，全力推动整改工作。

多头并进深排查。该区以宣传部、文
明办、工商局、消防大队、卫计委、食药监局
6家单位人员为主，抽调人员60余人，成立
四个联合督导组，针对核心价值观的宣传
氛围营造、文明礼仪习惯的养成、“五小”场
所的硬件配备和卫生、整体环境的改善、基
础设施的建设等方面，进行全天候督查。
发现问题立即记录在案，拿出合理解决方
案，要求相关责任单位限时解决。同时，该
区要求督导组将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方案发
送到包括区委书记、区长及相关县级领导
干部在内的创文工作微信群内，便于进行
合理决策。

明确主体追责任。该区实行一盘棋战

略，要求全区各单位接受统一指挥，共同服
务于创文大局。要求食药监局、环卫局等
责任单位及辖区文明单位认真落实工作职
责，全力完成本单位的任务。在此基础上，
将全区划分为 53 条路段、32 个居民责任
区、29 个重点责任区域，分包给辖区相关
责任单位，各街道须全力配合，推动创文工
作有序开展。同时，明确县级干部分包片
区，具体负责各片区的整体协调推进。督
查组发现问题后，须第一时间将通报下发
给具体分包单位，进行追责。

现督现改抓落实。为保证问题发现一
起，整改一起，实现督后即改，该区要求联
合督导组负责监督责任单位现场整改，有
权对责任单位进行通报批评，直至取消文
明单位称号。责任单位必须全力配合好督

导组，在规定时间内不能完成整改任务的，
须向创文指挥部主管领导及督导组进行当
面解释。同时，督导组负责将督查整改结
果、创文工作推动情况每天以战报形式，送
达区委常委、四大领导班子及辖区相关责任
单位，使各责任单位工作透明化、进度公开
化，进而激发干劲儿，提升创文实效。

8月份以来，该区已完成辖区37条主要
路段、64家宾馆（饭店）、36所公厕、47家网
吧的暗访排查工作，发现问题 370 余件，及
时整改落实350余件。

划清责任深排查 找准问题严整改

湛河区督改并行打好创文攻坚战

本报讯（记者王民峰）8月31日，从
市外侨办传来消息，根据省外侨办文件
精神，今后归侨侨眷考生身份认证时间
由当年的 4 月份提前至上一年的 10 月
份，我市 2018 年高招、中招归侨侨眷考
生身份认证申请时间也进行了相应调
整，认证工作将于 9月 1日正式启动，截
止时间为10月15日。

我市今年简化优化归侨侨眷考生身
份认证办理流程，取消之前由申请人本
人提供在校生证明的方式，改为由市外
侨办通过部门函询方式办理。已确认归
侨侨眷身份并参加2018年度高招、中招
考试的考生，只需向所属县（市、区）侨务
部门提供本人归侨证或侨眷证、居民身
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等申请材料即可办
理归侨侨眷考生身份认证。

需要注意的是，未办理归侨证或侨
眷证的考生，须按照《河南省归侨侨眷身
份认定办法》有关要求认定其归侨、侨眷
身份后，再按要求申办归侨侨眷考生身
份认证。如需咨询归侨侨眷考生身份认
证和归侨侨眷身份认定办理相关事宜，
请与市外侨办侨务科联系。

认证时间9月1日-10月15日

我市归侨侨眷考生
身份认证工作启动

今日天气

白天到夜里阴天间多云，部分地区
有阵雨，东北风2-3级，最高23℃，最低
18℃

8月31日，一位环卫工人冒雨在新城区祥云路中段清扫路面积水。
受持续降雨影响，新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为确保群众出行安全顺畅，新城区环卫部门组织职工冒雨坚守岗位扫水排涝，及

时清理积水、消除隐患。 本报记者 王尧 摄

坚守岗位保畅通

本报讯（记者田秀忠）8月28日，记
者走进卫东区蒲城街道门楼张村的葡萄
采摘园，葡萄架上碧云层叠，淡淡的甜香
沁人心脾。“我们种植的葡萄品种名叫玫
瑰香，成熟的果实含糖量高、香味浓、着
色好，最近有不少人专程前来采摘。”种
植户赵桂红说。

初秋时节，瓜果飘香，不少时令水果
新鲜上市，蒲城街道的葡萄、无花果采摘
园里果香四溢。

在兰南高速引线南侧的一处无花果
采摘园内，色彩艳丽的无花果挂在枝头，
令人垂涎。果园负责人、门楼张村党支
部书记张伟峰最早在该村种植无花果。

3年前，经过多方考察，他了解到无花果具
有很高的营养和药用价值，并且在当时的
平顶山市场上还处于空白，所以决定种植
无花果。目前，果园里种有波兰瑞克、青
皮、金傲粉、日本黑皮和紫果 5 个品种，占
地 10亩，亩产达 1500公斤。“下一步，我将
发挥党员的带头作用，鼓励村民一起种植，
带领村民共同致富。”张伟峰对于种植无花
果的前景充满了信心。

近年来，蒲城街道大力发展现代高效
农业，积极扶持农民发展林果业，在原有的
桃、草莓两大林果基地的基础上，科学引进
经济价值高的水果品种，不断推动林果种
植的多样化；巧妙转动土地“魔方”，整合资

源，推动土地合理有序流转，邀请农技专家
和种植大户现身讲解，激发当地农民发展
高效农业的热情。随着草莓、桃、无花果、
葡萄、石榴等现代农业生态采摘园的相继
建成，辖区高效农业面积发展到 2000 余
亩，年产值达1800万元。

“下一步，街道将在高速引线中段，涉
及任寨、蒲城、门楼张 3 个村，借助林果业
发展优势，依托现有的 7 家农民专业合作
社以及蒲城店遗址、清代民居建筑群等文
物资源，积极尝试建设特色小城镇，把高速
引线区域搞活扮靓，打造城市后花园、休闲
会客厅和旅游目的地。”蒲城街道党工委书
记王延辉说。

高效农业面积发展到2000余亩

蒲城街道积极扶持农民发展林果业

本报讯 （记者田秀忠）8 月
30 日，记者从卫东区司法局获
悉，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社区矫
正实施办法》，更好地做好社区矫
正工作，卫东区司法局东安路司
法所工作人员连日来对辖区的社
区服刑人员进行了走访。

走访中，东安路司法所严格依
据《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中相关规
定，了解社区服刑人员是否情绪稳
定以及生活、家庭各方面状况，有
无私自外出务工等现象和违法犯

罪情形。通过与社区服刑人员本人及
其家属谈心，详细了解了社区服刑人
员本月的思想情况及行为动态。

通过此次走访，东安路司法所工
作人员全方位听取了社区服刑人员
的心声，同时也收集到在对他们进行
集中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教育
内容过于枯燥，学历较低的社区服刑
人员接受起来有一定的困难等。在
今后的工作中，该所将进一步改进教
育方法，使每个服刑人员都容易接
受，凸显教育效果。

东安路司法所走访社区服刑人员

本报讯 （记者温书功 通讯
员宁建鹏）“谢谢叔叔！到大学
后，俺一定努力学习，决不辜负家
乡领导对我的关爱。”8月29日上
午，在郏县举行的“希望工程·大
学生圆梦行动”助学金发放仪式
上，李若男接过3000元助学金时
感激地说。

家住郏县薛店镇谢庄村的李
若男，今年以优异的成绩被西安
体育学院体育传媒系播音主持专
业录取。大学录取通知书在给她
带来喜悦的同时，也给她带来了烦
恼。李若男的父亲是下岗职工，母
亲在家种地，哥哥正在上大学。仅
哥哥每年的学费就让父母发愁。
如今，她的1.3万元学费更是无处
筹集。困境之中，毕业学校郏县第
一高级中学通知她，让她第二天上

午参加团县委组织举办的“希望工程·
大学生圆梦行动”助学金发放仪式。
仪式上，她收到了3000元的助学金。

为更好地助力脱贫攻坚战，让考
入高校的贫困家庭的团员青年顺利
到高校读书学习，共青团郏县县委积
极发动全县各级党组织，采取团员捐
资、郏县天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等社
会团体捐助等方式，共筹集到助学善
款 4.6万元，还积极从上级团组织争
取助学项目资金，两项共筹集到8万
元。他们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
原则，最终从建档立卡贫困户和贫困
家庭中确定23名贫困准大学生进行
资助。对两名建档立卡贫困学子和
相对特别困难的贫困学子每人资助
4000 元，对考入一本的普通贫困学
子每人资助 3000 元，对考入二本的
普通贫困学子每人资助2000元。

共青团郏县县委助力脱贫攻坚战

23名贫困学子喜圆大学梦

本报讯 （记者张鸿雨）8 月
31 日，石龙区总工会传来消息，
该区今年的“金秋助学”活动基本
结束。该活动为 17 名升入大学
的大学新生和 12 名在校大学生
共计发放助学金10.4万元。

据悉，石龙区总工会 2017年
“金秋助学”活动分两批进行，第
一批针对 17 名大学新生进行了
救助。根据新生贫困程度分别实
施了一、二、三类救助。一类救助
5000 元、二类救助 4000 元、三类

救助 3000元，当天共发放救助金 6.8
万元。第二批回访往年入学的未毕
业大学生，在详细评估后对 12 名家
庭仍贫困的学子进行救助，每人帮扶
3000元。

“非常感谢区总工会的救助，有
了这笔助学金，我就可以顺利进入大
学校门了。我一定会好好学习，立志
回报社会，以后也努力帮助他人。”家
住人民路街道龙翔社区的牛贝笛
说。牛贝笛今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
了郑州大学。

石龙区总工会开展
“金秋助学”活动

本报讯（记者田秀忠 巫鹏）
“谢谢叔叔、阿姨，在我困难的时
候资助、帮扶我，我一定不辜负你
们的期望，努力学习，以后用自己
的行动回报社会。”8 月 31 日，在
宝丰县杨庄镇柳沟营村，今年考
上中国地质大学的该村学子陈帅
男接到宝丰县天马百姓舞台演艺
中心戏迷王玉珍、刘俊芳、陈春发
等人资助的1000元钱后说。

今年 18 岁的陈帅男在今年
高考中以571分的优异成绩被中
国地质大学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

录取。他的母亲李广菲平时在家务
农，父亲陈彦辉在附近打零工维持一
家人的生活。今年11岁的弟弟陈帅
杰读小学五年级，成绩优异。弟弟8
个月的时候，被诊断为脑发育不良，
为治病家中债台高筑。今年1月，他
的爷爷因脑梗摔倒住院，使原本贫困
的家庭雪上加霜。陈帅男领到大学
录取通知书后，一家人在高兴之余，
更为入学的学费和生活费发愁。宝
丰县天马百姓舞台演艺中心的戏迷
们得知陈帅男的情况后，积极奉献爱
心，捐资帮助他顺利入学。

宝丰戏迷资助贫困学子

本报讯（记者张亚丹 通讯员景红
蕾 刘佳俊）为确保广大消费者过一个安
全、健康、放心的中秋佳节，8月31日，湛
河区食药监局提前介入，对辖区月饼生

产销售单位开展专项检查。
行动中重点检查是否取得生产许可

证、场所是否卫生整洁、生产流程是否符合
要求、产品质量是否合格；产品质量、产品

包装和存储条件及销售标签等是否符合
规范；食品添加剂使用是否符合规定，是否
有专人管理。本次检查中未发现使用回收
或过期馅料情况。该区执法人员严格要求
月饼销售单位在标签上明确生产日期、保
质期和配料，让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

此次专项检查共出动执法人员 40 余
人次，检查生产经营单位7家。

湛河区食药监局专项检查月饼生产情况

本报讯 （记者温书功 通讯
员梁静）8月29日下午，郏县在县
会议中心隆重举行“喜迎党的十
九大‘讲忠诚、守纪律、做标杆’”
大型诵读比赛。

为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
开，推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常态化制度化，推进“讲忠诚、
守纪律、做标杆”活动向纵深发
展，郏县纪委监察局举办了此
次诵读活动，旨在以诗的语言、
美妙的声音，诠释纪检干部“忠
诚、干净、担当”的时代风采，激
励广大党员干部为全县加快转

型 发 展 ，决 胜 全 面 小 康 而 努 力 奋
斗。

经过前期预赛，郏县人社局、薛
店镇等 11 支代表队一路过关斩将，
闯进了决赛。各参赛队借助音乐、舞
蹈、多媒体视频等载体，采用个人诵
读、男女合诵、集体诵读等多种形式，
分别表演了《生如胡杨》《烈烈清风》

《论语》等散文作品、廉政诗歌、经典
国学等。

最终，郏县教体局代表队获得了
一等奖，县人民医院、龙山街道代表
队获得了二等奖，县执法局、县交通
局代表队获得了三等奖。

郏县举行“喜迎党的十九大
‘讲忠诚、守纪律、做标杆’”诵读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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