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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在微信公
众平台同步刊登
微信公众号：
ycqueqiao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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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分类广告

助听器
耳聋请配助听器13087062226●

特色美食
鹰城名吃——四不腻猪蹄3413983●

龙 山 公 墓
龙门大道 电话：2078631

殡葬服务

●弘福祥老年公寓15937568881

老年公寓

回收维修名表
●名表免费换电子18637539586

●幸福苑老年公寓15139505887

解决失眠及学生心理问题，曙光街
与荟文街交叉口。17516588658

出售出租
出租西体育场原市体育局高
层住宅楼下门面房上下二层

305m2。 电话：13903759918
出售

回收银元黄金13137762626●
回收礼品

喜庆搬家公司13803750375●
搬家服务

●康乐居老年公寓 13937585159

●晚晴老年公寓15516017081

友情提示：使用本栏目信息请核对双方有效证
件，投资汇款请谨慎。本栏目信息不作为承担法律
责任的依据。

我公司受委托，定于 2022
年 6 月 22 日 15 时 30 分在全国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
平顶山市）电子交易系统公开
拍卖涉案罚没房产二处：1.珠
海市香洲区九州大道格力广
场房产一处及地下室车位一
处整体拍卖（房产参考面积约
186.74m2，保证金100万元）；
2.平顶山市和盛时代小区房产
一处（参考面积约433.59m2，
保证金100万元）。

报名方法及竞买保证金
缴纳：竞买人进入电子交易系
统（网 址 链 接 ：http://www.
pdsggzy.com）注册报名后缴
纳竞买保证金（以网上交易系

统显示到账为准），并到我公
司办理法定手续，取得竞买资
格。若竞买不成功，保证金全
额无息退还。

报名时间：2022年6月8日
9时至2022年6月21日17时

展示时间、地点：自公告
之日起、标的物所在地

联系电话：0375-2885588
1583699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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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金霖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拍卖行业A企业）
2022年6月8日

金霖拍卖公告

□记者 田秀忠

本报讯 市政府 6 月 6 日
印发通知，对尧山（石人山）暨
风景区名称进行规范。今后，
以“尧山（石人山）”“尧山（石
人山）风景区”作为规范性名
称，特殊情况下也可用石人
山（尧山）名称。

据介绍，因尧山、石人山
名称并列，加之中国地图出版
社、人民交通出版社等机构的
各类出版物仍称石人山、石人
山风景区，造成名称使用不统
一，给全国各地游客带来诸多
不便，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
市旅游业的发展。为规范尧

山（石人山）暨风景区名称管
理，推动我市旅游资源开发和
文旅康养城建设，做到既传承
优秀历史文化，又体现风景
区集“雄、险、秀、奇、幽”于
一体的秀美风光，根据国务
院《地名管理条例》有关规
定，经研究，我市将“尧山（石
人山）”“尧山（石人山）风景
区”作为规范性名称，特殊情
况下也可用石人山（尧山）名
称，国家或省有规定命名的
除外。

尧山因尧孙刘累为祭祖
立尧祠而得名，又因山上众多
石峰酷似人形，原称石人山。
1997年，石人山自然保护区被

列入河南伏牛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2002 年，石人山风
景名胜区被批准为国家重点
风景名胜区。2003 年，石人
山风景名胜区被批准为国家
4A级旅游景区。2008年，石
人山恢复为尧山。2011年，尧
山—中原大佛景区晋升为国
家5A级旅游景区；河南尧山
国家地质公园被批准为第六
批国家地质公园。

据悉，此次尧山（石人山）
名称规范不涉及党政机关、企
事业单位名称，《平顶山市人
民政府关于将石人山恢复为
尧山的通告》（〔2008〕7号）停
止执行。

我市将“尧山（石人山）”“尧山（石人山）风景区”作为规范性名称

石人山（尧山）名称
特殊情况下也可用

□记者 吕占伟

本报讯 6月 7日，从团市
委传来消息，根据团市委《开
展2022年平顶山市“返家乡、
到基层、助三夏、共抗疫”大学
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的工作
指引》的部署要求，市义工联
决定招募返乡大学生，参与
我市疫情防控、社区服务、安
全防范、减灾防灾等志愿服
务。

招募对象为在平、返平的

大学生。志愿者须在农村、社
区以及青年之家、义工社工联
络处、四点半课堂等基层一线
公益岗位开展疫情防控、社区
服务、课业辅导、禁毒宣传、文
化宣传、应急知识讲座、志愿
者引导与服务等公益慈善活
动。

志愿服务活动坚持就近
原则，以大学生居住地为主，
尽量缩小活动半径；以学生个
人实践为主，严禁组织大规
模、大范围人员聚集活动。

所有参与假期志愿服务
的大学生都可以在“志愿云”
官网得到相应的志愿服务时
间记录。同时，市义工联将出
具社会实践证明，推荐表现优
秀的大学生优先参评市级相
关荣誉。

有报名意愿者请填写网
络报名表注册登记（点击6月
7日“平顶山共青团”微信公众
号头条推文文末左下角“阅读
原 文 ”填 报），报 名 热 线 ：
4000375995转1号键。

市义工联招募返乡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

□记者 王春霞

本报讯 6 月 7 日，市卫
健委、市民政局联合下发通
知，即日起启动全市养老服
务领域打击整治诈骗专项行
动，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医
疗行为，保障养老人员就医
安全。

根据《全市养老服务领
域打击整治诈骗专项行动工
作方案》，此次查处的重点内
容有：

（一）查处养老机构内的
无证行医行为，重点打击未
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擅自开展诊疗活动的“黑诊
所”，打击无行医资格的游
医、假医及借助各种虚假广
告欺骗患者、严重危害老年
人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非
法行医活动；查处超出登记
范围开展执业活动的行为，
包括诊疗活动超出登记的诊
疗科目范围以及变更执业地
点、变更主要负责人、变更名
称未做变更登记的。

（二）查处养老机构内设
的医疗机构使用非卫生技术
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
的行为，买卖、转让、租借医
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行为，
使用过期、失效的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开展执业活动的
行为。

（三）查处雇佣“医托”欺
骗养老机构入住老人的医疗
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增强养
老机构及老年人识别和防范

“医托”的能力。
（四）查处通过养老机构

的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
各类广告传单、手机客户端
等方式作出无风险、高回报、
保收益等保本付息的宣传承
诺，以及以“金融创新”“消费
返利”“资金互助”“养老投
资”等名义，以老年人为主要
目标群体，实施非法集资或
涉诈问题隐患。

（五）排查未经登记擅自
以社会服务机构名义开展养
老服务活动等违法行为。

本次专项行动将持续至
今年 9 月 30 日。各县（市、
区）卫健及民政部门要充分
利用现有信息传播方式拓宽
监督举报途径，在养老机
构（含医养结合机构）、社
区养老服务设施等老年人
聚集的活动场所公布举报电
话，在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网
络平台增设相关功能，鼓励
群众提供养老领域非法集资
和诈骗线索，引导老年人及
其家属提高警惕，增强风险
防范意识和识别能力。各级
卫生监督执法机构要坚持对
养老服务领域有案必查、违
法必究，加大督导检查力
度，加大惩处打击力度；对
于违法使用涉老药品、医疗
器械、食品、保健品以及违
法发布广告、违法收费或未
依法开具收费票据等涉嫌
诈骗老年人的行为，应移交
市场监管等相关行政部门
处理；对涉嫌刑事犯罪的案
件，及时移送公安机关。

市卫健委特向社会公布
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
举报电话：4962908。

我市启动养老服务领域
打击整治诈骗专项行动

6 月 6 日上午，果农
在郏县黄道镇万花山上
采摘油桃。目前，万花山
上杏、李子、油桃等均已
成熟，硕果飘香，吸引众
多市民前来体验采摘的
乐趣。

本报记者 孙书贤 摄

万花山上果飘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