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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晓丽：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市分行诉你与许稳、杨
丽、杨新、平顶山市鑫丽商贸有限公司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 0411 民初 2459
号民事裁定书、（2016）豫0411民初2459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
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
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年4月21日

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

公 告

李权麓、黄卫红、李本本、丁亚楠、李洋鸾、李
姣姣、李香玲、张瑞杰：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平顶山市分行诉你们与陈泓霖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及（2017）豫 0411民初 608号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十五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下午3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特此公告
2017年4月21日

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

公 告

通 知
因公司经营期限到期，

现需要新定公司经营期限，

通知公司股东王国政，男，签

订股东会决议，履行股东义

务。自登报之日起 15 个工

作日与公司法人王转峰联

系 。 联 系 电 话 ：

15837506688。

平顶山市粒森食品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1日

□记者 王桂星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市环保
局了解到，根据白龟湖上游4条
入湖河流 2016 年的水质超标情
况和有关规定，市政府决定对鲁
山、宝丰、新城区扣缴白龟湖生态
补偿金共计284万元。

据介绍，所谓生态补偿，是指
使生态影响的责任者承担破坏环
境的经济损失，对生态环境保护、
建设者和生态环境质量降低的受

害者进行补偿的一种生态经济机
制。为保护白龟湖生态环境，促
进湖水水质持续改善，我市2012
年出台了《关于对白龟湖上游入
湖 4 条河流实施生态补偿的通
知》，在白龟湖上游应河、沙河、澎
河、冷水河4条河流入湖口各设
置了 1个监测断面，在应河宝丰
县至新城区交界处设置1个跨界
监测断面，从2013年起对白龟湖
入湖河流断面开展水质监测并实
施生态补偿。

上述5个断面水质监测执行
国 家 地 表 水 环 境 质 量 标 准
（GB3838-2002）Ⅲ类及其补充项
目共29项监测指标，每个断面每
月监测 2 次。根据水质监测情
况，市政府决定是否对相关县
（区）扣缴生态补偿金和扣缴数
额。生态补偿金的扣缴每年 1
次，扣缴的资金专项用于达到优
秀或良好档次的县（区）的奖励以
及4条河流的生态治理和水质监
测监控能力建设。

根据2016年上述5个断面的
水质监测情况，市政府决定对应
河上游段所在管辖县宝丰县，应
河中下游所在管辖区新城区，澎
河、沙河、冷水河所在管辖县鲁山
县，分别进行生态补偿资金扣缴，
其中，宝丰县101万元，鲁山县176
万元，新城区7万元，共计284万
元。3县（区）应扣缴生态补偿金
已经由市财政局扣缴到位。

据了解，2015年白龟湖生态
补偿金的扣缴数额为311万元。

境内白龟湖上游入湖河流水质超标

3县（区）被扣缴
生态补偿金284万元

□记者 傅纪元

本报讯 市住建局 4 月 19 日
下发《2017年持续做好建设行业
扬尘污染整治工作方案》。该方
案提出，为有效遏制扬尘污染对
我市环境空气的影响，市住建局
要求，新开工的建筑面积 1万平
方米及以上工地、长度200米以
上的市政工程，要于5月底前，在
工地出入口、施工作业区、料堆等
重点区域安装在线视频监测监控
设备，并与当地行业主管部门联
网。

按照要求，4 月底前，各县
（市、区）行业主管部门派遣 1名
扬尘污染防治监督员，组织建设
单位交叉安排 1 名扬尘污染防
治管理员，对城市建成区内面
积 5000 平方米以上房屋建筑、
长度 100 米以上的市政基础设
施工程项目，实行施工工地扬
尘污染防治监督员、管理员现
场监督管理。

我市将实行施工工地开复工
验收制度。4 月 30 日前，各县
（市、区）住建部门负责制定各自
分管施工工地开复工制度。各类
施工工地由建设单位组织施工、
监理单位进行扬尘污染防治验
收，验收合格并到县（市、区）行业
主管部门备案后，方可开复工。

我市实行施工工地扬尘污染
在线监控制度。建筑面积1万平

方米及以上的施工工地、长度
200米以上的市政工程重点扬尘
防控点安装扬尘在线监测监控设
备并与当地行业主管部门联网。
经统计，全市建筑面积 1万平方
米及以上的在建工地有386个，
这些工地必须于5月底前建成在
线监控设施并与当地行业主管部
门联网。

6月30日前，各县（市、区）城
市主要道路、高架道路全部实行
机械化洒水清扫。城市主干道路

面积尘不得超过10克/平方米，次
干道和城乡接合部道路路面积尘
不得超过15克/平方米。

据了解，该方案在建设工程
施工扬尘污染防治、拆迁（拆除）
工程施工扬尘污染防治、道路扬
尘污染防治、裸露土壤扬尘污染
防治、渣土运输管理、冬防期间扬
尘污染管理等方面均有详细要求
和奖惩措施。

该方案明确要求，各县（市、
区）建设、环卫（城管）行政主管部

门定期组织扬尘污染防治监督检
查，对检查中发现各方主体履责
不到位、扬尘治理措施不符合要
求的，实施“三个一票制”，即“一
票处罚制”、“一票停工制”、“一
票否决制”，对违反法律、法规
规定未采取有效防尘措施的企
业一律予以处罚，公开曝光；拒
不改正的一律责令停工整治，
记入“黑名单”，受到行业主管
部门处罚的工地和企业一律不
得评先评奖。

5月底前，我市386个大型工地
必须安装视频系统监控扬尘

□本报记者 吕占伟

昨天上午，记者在湛河治理工
程新新路桥东侧湛河南岸看到，各
种各样的花木疏密得当、错落有
致。有的叶子郁郁葱葱，有的小花
爬上枝头。这里既有低矮的灌木
石楠球、“中等个头”的小乔木西府
海棠，还有高大的乔木楸树，种类
繁多，在温煦的阳光下渐欲迷人
眼。

行走在这些植被外缘的休闲
步道上，记者还看到了开花的山楂
树和低矮的丰花月季。“丰花月季
的花期马上就到了。”市湛河治理
工作指挥部绿化部副部长王刚在
现场向记者介绍道。记者仔细观
察发现，这些已栽好的植被上都挂
有二维码名片，不少树干都被一圈
蓝色的保湿棉裹着，“身份”和“待
遇”真不一般。

王刚说，生态文化公园计划种
植乔灌木 10800余棵，接下来还将
进行地被和草坪种植。为保证绿
化种植的质量和进度，所有苗木从
采购到运输、栽植、管护，施工方、
监理方、市湛河治理工作指挥部全
面把关，确保每一棵苗木都达标；
倒排工期，加班加点，抓紧绿化种
植的时间节点进行。

据了解，生态文化公园位于新
城区宁洛高速入口北侧，西起平郏
路桥，东至焦店村小桥，规划面积
31.3公顷，分为山丘野趣区、文化展
示区、滨水观光休闲区、滨水观光
湿地区和自然游憩区，其中有园林
绿化、景区道路、木栈桥、景观雕塑
石、垃圾中转站、公共卫生间等多
种建筑和配套设施。工程于去年4
月中旬开工，计划今年10月底前完
工。

王刚说，生态文化公园目前所
做的都是基础建设工程，包括土方
工程、地形整理、钢筋混凝土建筑
物和构筑物、景观绿化种植工程
等，目前大的土方开挖已完工，正
在进行精细化的地形整理；三座公
厕、一座垃圾中转站、一座管理办
公房的建筑主体部分已做完，还有
待后期完善；演艺平台、亲水平台、
钢筋混凝土栈道已完成80%；园区
道路（堤顶路、亲水步道）东区的基
础部分已完成，东区可供人坐下休
憩和儿童嬉戏的置景条石安装量
已完成近一半，西区正在加紧推进
道路碾压和垫层铺筑。

“公园东西两区景观照明的线
缆已全部铺设完毕，只等装灯了。”
王刚说，全部工程完工后，我市将
再添一座具备休闲娱乐功能的“天
然氧吧”。

生态文化公园
景观绿化工程

“全面开花”

昨日，大学生正在表演广
场健身操。当日，为期两天的
河南城建学院第八届春季运动
会在该院体育场拉开帷幕。开
幕式上，来自全院 14个学院的
千余名大学生，随着节奏明快
的乐曲，表演了大型广场健身
操《舞动青春》，展现出大学生
健康向上的活力。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激扬青春展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