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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风采

挂靠平顶山市汽车运输公司第一分公司的车
辆（以下均为豫D）
38261 55673 57032 60586 60950 61105
62718 62800 62930 63002 63732 66980
70122 73189 59178 57228 55912 82299
56195 57525 60127 62677 62928 65513
65355 69022 65616 78019 91167 77712 77706

以上车辆因长期与我单位失去联系，请车主
于2020年3月10日前到我公司办理车辆停止挂靠
手续，逾期不到者，我公司将按合同法的有关规定
处理。

平顶山市汽车运输公司第一分公司
2020年3月5日

通 知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定于2020

年3月 13日 10时在我公司五楼拍卖厅公
开拍卖：

一、位于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的苗圃林
木，主要品种辛夷、大叶女贞、红白玉兰、桂
花、栾树、红叶石楠、紫荆、铁刀木、木槿、侧
柏、花石榴、红梅、刺海棠、银杏苗等：1.薛西
村冬勤路212亩（保证金6万元）；2.东滍村、
薛东村龙翔大道394亩（保证金6万元）；3.
北滍村龙翔大道193.35亩（保证金5万元）；
4.北滍村滍阳古镇35.7亩（保证金5万元）；
5.薛东村复兴路104.44亩（保证金5万元）；
6.北滍村、贾庄龙翔大道58亩（保证金5万
元）；7.薛东村贾庄复兴路177.28亩（保证金
5万元）；8.闫庄村福园小区66.5亩（保证金5

万元）；9.薛西村滍水路42亩（保证金5万
元）；10.何庄村龙翔大道103亩（保证金5万
元）；11.何庄村龙翔大道56.5亩（保证金5
万元）；12.夏店村龙翔大道65亩（保证金5
万元）；13.北滍村龙翔大道173.673亩（保
证金5万元）；14.东滍村龙翔大道133.693
亩（保证金5万元）；15.何庄村应河治理42
亩（保证金5万元）；16.肖营村龙翔大道
87.83亩（保证金5万元）；17.薛东村凯旋路
56.64亩、50亩（保证金5万元）。

二、位于舞钢市袁门水库至水田段砂
石混合料一批整体拍卖（保证金70万元）。

以上详见评估报告。
标的详细资料请到我公司获取。

有意竞买者，请于2020年 3月 11日 16时

前携带保证金及有效身份证件到我公
司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以实际到账为
准）。若竞买不成功，保证金全额无息
退还。

展示时间、地点：自公告之日起、标的物所
在地

联 系 电 话 ：0375- 2903808
13903753265

公司地址：平顶山市新华路中段豪
享来楼上四楼

公司网址：www.hnjlpm.com
工商监督电话：0375-3963288

河南省金霖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拍卖行业A企业）

2020年3月5日

金霖拍卖公告

□本报记者 吕占伟

“这不到了复工复产阶段了
嘛，最近一直忙着转辖区的宾馆和
家具城，通知经营业主写防疫承诺
书，督促他们备齐相关抗疫物资。”
3月2日上午，在大营警务室，戴着
蓝色口罩准备外出执行疫情防控
任务的黄峰匆匆撂下这样一句话
后，带着歉意辞别了记者。

脸庞偏黑、中等个头，声音略显
沙哑，行动风风火火，这是52岁的
黄峰留给记者最初的印象。

疫情侵袭我市期间，市公安局
东安路分局大营警务室社区民警
黄峰持续冲锋在抗疫一线，为辖区
的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作出了自
己的贡献。

主动递交“请战书”
奔赴疫情防控岗位

3月3日下午，终于得空的黄峰

在电话中告诉记者：“我昨天去辖区
宾馆走了一遍，通知他们暂缓接待
来自疫区的客人，如果遇到这样的
客人，一定告知我，我会将他们引导
到合适的地方。明天，我准备重点
走访6家已经复工和准备复工的企
业，把复工以后可能带来的疫情隐
患一一告知他们。”

黄峰说，虽然当前我市疫情防
控形势持续向好，复工复产有序进
行，但疫情防控仍不可放松。“辖区
的网吧、洗浴、娱乐场所还得暂缓开
业，要加以严控；已复工的餐饮门店
不准顾客进店就餐，只能提供外
卖。辖区刚刚又复工了3家餐饮门
店，我每家都得去走访一遍。”

据了解，疫情发生后，黄峰主动
放弃与家人团聚，第一时间向分局
递交了“请战书”，与同事李金亭奔
赴疫情防控岗位。

据李金亭透露，根据防疫要求，
黄峰逐家逐户上门，重点排查超市、

水果店等店面的防疫措施和消防隐
患，至今大营社区无一例新冠肺炎
疑似或确诊病例。

啃下“硬骨头”
安置152名火车司机

黄峰现为市公安局东安路分局
社区警务大队副大队长，分管消防
和场所管理，1991年退伍转警后曾
在原舞钢公安处一科、市公安局原
龙山分局工作。从警多年来，他先
后从事过刑侦、治安、法制、交巡警、
社区民警等工作，曾被授予我市首
届“最美退役军人”称号。

“疫情防控期间，对我来说最难
做的一道题，就是对 152名火车司
机的安置。”黄峰说，为保证我市铁
路货运正常进行，平煤神马集团铁
运处的 152名火车司机需要上岗，
但全市的宾馆和饭店都实行封闭管
理，这些火车司机的食宿、隔离成了
大问题。

“火车司机的食宿咋安排？防
护措施咋实施？都是迫在眉睫的
问 题 ，当 天 晚 上 俺 俩 商 量 了 一
夜，把各个细节梳理了很多遍。”李
金亭说，第二天，黄峰立即联系辖
区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人，就 152
名火车司机的防疫、审批、备案等
工作环节进行商议，摸清了司机们
的健康状况、家庭情况以及与外界
接触的情况，并召集多家宾馆酒店
的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成功协调
到 6 家已暂停营业的宾馆作为司
机们的住宿点。

黄峰说：“只有他们正常上班
了，能源运输秩序正常了，全市的供
暖供电才不会‘掉链子’。”

“为了安置我们机务段的这些
司机，黄峰没少费心思。他为我们
机务段的正常运转和全市的供暖供
电保障作出了重要贡献。”平煤神马
集团铁运处机务段党总支书记马晓
亮说。

退伍从警管社区
受辖区群众称赞

“黄峰是去年6月被调到大营
社区负责警务工作的。”3月3日下
午，卫东区鸿鹰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李英豪说，大营社区管辖面积大，人
员复杂，是治安乱点难点，黄峰来到
后，组织民警和辅警开展警务技能
培训，加强巡逻防范；还对群众反映
的大营北街口机动车占用消防通道
等问题进行多次走访，解决了这一

“老大难”问题，受到群众的称赞。
“不论白天黑夜，哪怕天气再

恶劣，只要遇到事，他马上就赶到
现场。疫情防控期间，我们每天都
能见到黄峰下到辖区各个宾馆进
行巡查走访。他带队在执勤点值
班期间，遇到突发事件总能做到及
时处理，辖区群众对他很认可。”提
起黄峰，鸿鹰街道大营社区党委书
记芦长平连连称赞。

警界战“疫”先锋黄峰：

152名火车司机的防疫“保姆”

□本报记者 王春生

在疫情严峻村里需要设点防
控时，他主动参加防控工作长达月
余，直到病倒住院就医。湛河区高
阳路街道杨西新村普通村民杜红
伟，在疫情防控期间坚守在一线为
村民服务，备受称赞。

今年50岁的杜红伟家住杨西
新村1组，从1月26日起，他在村里
疫情防控卡点连续执勤，直到2月
28日下午病发时仍在执勤。杨西
新村 1组组长丁央说，根据疫情防
控部署，当时村里定于正月初二设
点防控，“他当时得知情况就过来
报名了，有一段时间天气冷哩很，
他和其他人员顶风冒雨执勤，非常
辛苦。”

“红伟是个热心人，干起活来
任劳任怨。”杨西新村3组组长张双

银说，执勤期间，他经常和杜红伟
一起搭档，“刚开始很多村民们不
适应，不让出村，拦谁都是不乐意，
一些老年人不好说话，红伟就主动
上前劝说，苦口婆心的，没少费劲
儿，后来大家都理解了，工作好干
多了。”

在张双银看来，杜红伟是上世
纪80年代的高中毕业生，是他眼里
的“文化人”，“他能很好地与村民
们沟通，能讲出不少道理；我们一
起执勤时，他主动做登记工作，做
得很好。”

张双银清楚地记得，2月28日
下午，他和杜红伟一起在村北头的
防控卡点执勤时，杜红伟突然说心
里有些憋闷、难受，“我当时以为他
中午没吃好饭，就让他吃点卡点里
放的饼干。”张双银说，杜红伟就这
样坚持到下午 6 点执勤结束才回

家，第二天到医院检查时才发现是
得了急性心梗。“他身体都有病了
还坚持执勤，真是让人感动。”张双
银说。

杨西新村党支部委员买广红
说，村里于 2 月 27 日发起捐款倡
议，而杜红伟早在27日前就捐款了
500元，“他很有爱心”。

“这次国家遇到了这么大的灾
情，很多人捐款捐物，我是个普通
人，能为村里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是我的本分，应该的。”3月 4日上
午，在市第二人民医院心内四科病
房里，等候做手术的杜红伟心态平
和地说。

“这次疫情防控中他不顾自身
安危，坚守卡点，无私奉献，是我们
所有村民学习的榜样。”对于杜红
伟，杨西新村党支部书记海双领由
衷地赞叹道。

湛河区杨西新村村民杜红伟：

连 续 执 勤 月 余
直 到 心 梗 住 院

昨天，在新华区西市场街道优胜街社区，爱心志愿者服务队
员对社区进行防疫消毒。

据社区相关负责人何冰冰介绍，这个服务队成立于 2 月 1
日，由21名共产党员和社区居民志愿组成，承担着小区的防疫消
毒、防控执勤、防疫知识宣传、特殊居民关注服务等多项任务，有
效促进了社区疫情防控工作的开展，被居民们称为“多功能”志
愿服务队。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社区有个“多功能”志愿服务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