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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辉

本报讯 11月 22 日上午，
从高新区城管执法局传来
消息，高新区 19 条城市道路
上的上千个水泥窨井盖3年

内将全部更新为铸铁窨井盖。
当日上午，市区青桐街（开

发路西侧一条南北小街）北段，
几名施工人员手持空压机风
镐、圆周切割机等工具，对这里
的一个水泥窨井盖实施切割

开挖处理。施工现场负责人
郭二帅说，新换的铸铁窨井盖
无噪声、防沉降、防坠落、结实
耐用。自11月16日以来，他们
已更换了女贞街、开发路和青
桐街的46个窨井盖。

高新区千余窨井盖更新换代

□记者 闫增旗

本报讯 “环境卫生比
之前有了很大提升，干菜湿
菜和生鲜分开销售，我们买
菜更放心了。”11 月 22 日中
午，在南顾庄综合市场买菜
的石龙区人民路街道龙祥苑
小区居民孙秀杰说：“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我们老百姓是
最大的受益者。”

位于人民路街道辖区的
南顾庄综合市场是该区最大
的农贸市场。今年创文工作
启动以来，该区对市场内的管
理秩序、环境卫生、食品安
全、消防安全、经营秩序及周
边环境秩序进行了综合整
治。

记者在市场内看到，市
场外乱摆摊现象已不复存
在，整个市场干净整洁；生肉
区、蔬菜区货品摆放整齐，买
菜的居民络绎不绝。在市场
内卖肉多年的摊主夏明工
说：“经过整治，市场内的环
境卫生比原先好了很多。我

每隔一两天就会清理一次店
面。”

居民王小燕说：“我经常
来这里买菜，农贸市场就应
该干干净净的，环境卫生好
了，我们买菜舒心，吃得也放
心。”

同时，该区要求石龙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安排专人
每日到农贸市场开展巡查
监管，每天随机从市场抽取
蔬菜水果开展快速检测，并
在市场醒目位置公开检测结
果，为群众的舌尖安全保驾
护航；坚持推动市场管理方
做好“一日一清洁、一周一扫
除、一月一大清洁”。

“菜市场直接关系百姓
民生，我们街道将进一步
加强市场管理，搞好市场
卫生，全力保障和维护经
营 者 和 消 费 者 的 身 体 健
康；坚持每天清扫、冲洗，
做到市场内无过夜垃圾。”
当天上午，在市场内巡查
的人民路街道党工委书记
孙增友说。

石龙区综合整治农贸市场

居民的“菜篮子”
拎得更舒心

□记者 杨元琪

本报讯 “俺门前这条路
旧貌换新颜了，现在真是排场
场、亮堂堂。”11月 22日，说起
黄金路提档升级，临街商户李
向飞打开了话匣。

当天上午7点多，虽然是
交通早高峰，但黄金路通行秩
序井然，道路两旁的车辆停放
有序，各种道路标志牌和设施
配备到位。施工人员正对道
路两旁临街商铺门头进行统
一装饰。

据了解，黄金路建成已有

20余年，此前存在道路破损、
道路两侧墙面陈旧、交通秩序
混乱等问题，影响城市形象。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前段时间，
卫东区东安路街道办开始集中
力量对黄金路进行改造。

工程启动前，街道办向周
边群众介绍升级改造对优化人
居环境、提升城区竞争力带来
的好处，积极争取群众的理解
支持。随后组织人员、设备拆
除道路两侧违章建筑，进一步
完善排水设施，翻新清理下水
道，安装雨水箅子，使用彩色沥
青重新铺设路面，道牙采用专

业石材进行铺设，道路“颜值”
大幅度提升。此外，为了配合
道路改造，街道办对道路两侧
楼体进行统一风格粉刷改造，
设立隔离栏、悬挂交通指示牌、
分类规划交通线，实行人车分
流，改善道路秩序。在道路东
段的街头游园打造城市微景
观，提升整体环境。

东安路街道办相关负责人
说，经过一系列施工，黄金路软
硬件均得到质的提升，下一步，
他们将在长效管理上下功夫，
打造绿色、文明示范路，让黄金
路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黄金路提档升级
□记者 王辉

本报讯 11 月 22 日上
午，记者在市区建设路大营
村口看到，之前立在这里的
蓝色铁皮围挡已拆除，新修
的柏油路面已施划了白色
的交通标线。70 岁村民陈
丰臣说：“俺村的路修好一
星期了，这是俺村有史以来
修得最好的路，长平给大家

办了件好事。”
10月 19日起，卫东区鸿

鹰街道对大营村8条道路和
一条1140米长的下水道进行
全面整修，各个村口仅限非机
动车出入。大营村党委书记
芦长平说，因年久朱修，大营
村村道坑坑洼洼，居民出行很
不方便。卫东区交通部门和
大营村共计投入600万元资
金启动了此次整修工程。

大营村村道整修完毕

□记者 邢晓蕊

本报讯 寒潮来袭，气温
骤降。11月21日上午，市民吴
平安乘坐 30 路公交车出行，
发现车上装上了棉坐垫，他把
这“别样的温暖”拍下来发到
微信朋友圈。得知棉坐垫是
司机师傅自发安装的，朋友纷
纷点赞。

吴平安今年 63 岁，当天
乘坐一辆30路公交车前往市
体育村，在等车时他被寒风吹
得浑身发冷。上车后，他发现
座椅上都安装了崭新的棉垫，
坐上去很暖和，顿时觉得心里
暖烘烘的，“车上老人多，有了
棉坐垫，大家觉得特别好。”

“一个小坐垫，温暖市民
心。”吴平安说，现在我市公交

乘车环境比以前好多了，冬夏
有空调，司机的服务态度也越
来越好，他忍不住想为鹰城公
交点个赞。他拍下公交车上
暖心坐垫的照片发到平顶山
微报上，赢得不少人称赞。

吴平安乘坐的是车牌号
为豫 DV8760 的公交车，当天
驾驶这班车的是马磊，一位女
司机，开公交车已有21年了。

“天冷了，考虑到公交车
的座椅比较凉，乘客坐着不舒
服，我就买了这些棉垫子。”马
磊说，她总共买了 28 个厚棉
垫，花了100多元钱。

市公交公司五分公司工
会主席关志芳说，马磊责任心
比较强，凡事都为乘客着想。

经常坐车的市民会发现，
在G68公交车上，也出现了棉

坐垫。“我们有10台车，现在全
都装上了棉坐垫，都是司机自
制的。”G68公交线路长朱耀锋
说，市公交公司开展“我的公
交我的城 我的爱心伴你行”
活动，G68线路的20位驾驶员
积极参与，他们有的买来坐垫
安装在车上，有的干脆自己动
手缝制坐垫，给乘客带去一份
温暖。

G68司机刘晓静让母亲帮
忙缝制了15个棉坐垫，每个座
位上都放置了一个，把车厢布
置得像家一样温馨；G68司机
冯艳艳亲手缝制了4个带靠背
的毛绒坐垫，专门放置在“爱
心专座”上，为老弱病残等特
殊乘客送去一份关爱，“天越
来越冷，让乘客温暖出行，我
们也很开心。”冯艳艳说。

暖身又暖心 公交车上加装棉坐垫

拍 卖 公 告
我公司接受委托，定于

2021年 12 月 1 日上午10时
整在我公司拍卖厅 ，依法定
程序对废旧电机一批（保证
金：50万元）进行公开拍卖。

标的的详细资料请到
我公司获取。有意竞买者，
请携带有效身份证明及保证
金，在规定时间内到我公司
办理拍卖会报名手续，参加
竞买。竞买不成功或拍卖会
因故延期或取消，保证金全
额按规定时间无息退还。

报名截止时间：2021 年
11 月 30 日下午 16时（以保

证金到达指定账户为准，逾
期到达的，不接受报名）

标的展示时间：11月 29
日至 11月 30日(正常工作时
间内)

标的展示地点：标的物
所在地

联 系 电 话 ：0375-
2912939

公司地址：平顶山市中
兴路工行大厦20楼

公 司 网 址 ：www.bao-
caiauction.com

河南省宝财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3日

G68公交车上出现了暖心坐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