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事速览

日前， 市跑步协会
“黎明的脚步” 志愿们到
楚天秋游园清捡垃圾，以
实际行动吁请市民保护
环境，文明游园。 图为 4
月 13 日， 志愿者们在清
理垃圾。

本报记者 高超 摄

清洁家园

4月 16日 南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4月 17日 南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4月 15日， 中国邮政南阳市分公司
副总经理、 纪委书记陈伯勇带队值班行
风热线节目， 回应市民关注的月季展邮
票、邮政业务办理等问题。

行风关注
近年来， 南阳邮政在履行普遍服务

义务，大力发展邮政各项业务的基础上，
紧紧围绕市委、 市政府宣传南阳的工作
部署， 积极申报和发行南阳地方题材邮

票、邮品。据不完全统计，由中国邮政发行
的纪念邮票、特种邮票、个性化邮票中，南
阳元素达 30 多种，包括诸葛亮、张衡、彭
雪枫、武侯祠、南水北调渠首、中国古镇荆
紫关、宝天曼、第七届全国农运会、南阳月
季、汉画像石、金钱豹、西峡银杏、南召玉
兰花、方城黄石砚、镇平金鱼、桐柏桔梗
等，这个数量在全国地级市都是比较少有
的， 这些邮票涵盖了南阳的人文自然景
观、工业、农业、科技、历史和社会生活等
方方面面，让世界了解南阳、让南阳走向
世界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行风反馈

1.邮政办理业务用不用收取 30元手
续费？

中国邮政南阳市分公司回复： 根据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服务价格目录》（个
金版）收费标准，邮储银行南阳市分行提
供的邮储存折、卡服务均属于免费项目。
经与客户沟通了解，收取 30 元手续费是
客户办理的邮政储蓄账户短信服务手续
费， 该项业务可实时收到余额变动、交
易、账户还款等短信提醒服务，可随时了
解自己账户余额、存取和入账等情况，该
项业务每月收费标准为 3 元/月，年收费
标准为 30 元/年。 对于达到金卡及以上

级别的客户办理该项业务免收手续费，
客户如不再需求该项服务， 可携带本人
身份证到就近网点办理撤销手续。

2.月季邮票怎么买？
中国邮政南阳市分公司回复： 月季邮

票可以在线上线下两个渠道购买， 线上在
中国集邮网上营业厅南阳专区购买； 线下
在全市各县（市）集邮营业网点购买，南阳
市区集邮爱好者可到工业路工业路邮政
所、仲景路邮政市场集邮营业厅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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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城区李宁体育园附近树林里堆放着大量垃圾，严重影响周围群众生活———

这里的垃圾谁来管？
□郑顿

卧龙区城管局

整治占道经营
本报讯（记者 高如衡

特约记者 高峰）为进一
步加大蒲山区域环境综
合整治力度，打造美丽乡
村，日前，卧龙区城管局
组织执法人员会同蒲山
镇相关职能部门开展经
营秩序和镇容镇貌集中

整治活动。
执法人员在检查中发

现，蒲山镇主要街道两侧
普遍存在店外经营、占道
经营、乱搭乱建以及马路
工厂、 马路作坊等乱象。
为此，蒲山镇相关部门首
先对政和路、S231 省道、

香蒲路、槐树湾街两侧的
480 余家商户， 逐家下发
通知， 要求其进店经营、
进店作业，在规定时限内
自行拆除违章搭建的招
牌、亭棚。

4 月 12 日， 卧龙区城
管监察大队 20余名执法人

员协同蒲山镇有关部门，对
政和路沿街商户的出店经
营、乱搭乱建等乱象徒步进
行清理，共依法强制拆除遮
阳伸缩棚 70 余平方米，收
缴大型伸缩棚 2个、折叠棚
6 个、四角帐篷 9 顶，清理
杂物 6车。

南阳老陕西餐饮有
限公司与桐柏县高乐山
区香椿基地签约

美味香椿助脱贫
本报讯 （记者 刘玲瑜）日前，南阳老陕

西餐饮有限公司与桐柏县高乐山区生态种植
香椿基地签约，将高山秀水间的香椿运回，不
仅让顾客们能品尝到最温馨、 实惠的香椿大
碗面， 在根根香滑的劲面浓汤里感受这个春
天里独有的新鲜、清醇，也为助力脱贫攻坚献
上一份心意。

据了解，桐柏县高乐山国家自然保护区，
因其地理位置较高，昼夜温差大，成就了香气
清新、味道浓醇的香椿。 这里历来就有种植香
椿树的历史，近年来更是大力发展推广。 在这
些保留着自然原生态的 4000 亩山坡上，到处
都是香椿树， 小小香椿已经成为促进当地村
民增收的新产业。 近两年来，新兴的香椿种植
产业不仅带火了当地的农业生产， 发展出了
衍生产业， 也成了桐柏县回龙乡的一张旅游
名片。

此次， 南阳老陕西餐饮有限公司与桐柏
县高乐山区生态种植香椿基地签约合作，不
仅为当地的村民带来了丰厚收入， 也为前来
“老陕西”品尝美食的顾客，提供原产地最新
鲜的香椿。

连日来，市民反映市城
区滨河路与杜诗路交叉口
附近经常有人倾倒建筑垃
圾和生活垃圾，环境优美的
生态绿地沦落为垃圾场。

4 月 11 日， 市作风建
设提升年活动办采访组前
往现场查看。 在滨河路与
杜诗路交叉口向东的林间
小道上散落着成片的建筑
垃圾， 道路坑洼不平。 在
“李宁体育园续建提升工
程第四标段”的铁架附近，
堆积着大量的建筑垃圾和
生活垃圾， 一些高大树木
中间铺满了生活垃圾，这

些垃圾与周边郁郁葱葱的
环境格格不入。

“再往前走，走到头，两
边都是垃圾，多着哩。”附近
一位游玩的市民说。按照这
位市民的说法，采访组沿着
林间小道继续向前走，发现
这里间隔几米远就有堆垃
圾，算下来，两侧竟有数十
堆垃圾，或是砖头、石块，或
是破鞋烂衣， 或是废弃塑
料、汽车轮胎，或是破烂花
盆、水果包装、汽车坐垫、剩
饭剩菜、破烂瓶罐……乱七
八糟，无所不有。天气渐热，
垃圾开始腐败， 臭味难闻，

蝇虫乱飞。有的垃圾堆还有
焚烧的痕迹。

站在附近的一处高地
上往下俯视，除了小道两侧
的垃圾堆，在树林深处也存
在不少垃圾堆，郁郁葱葱中
掩映着各色各样的垃圾，白
的、黄的、灰的、黑的……显
得格外醒目。

“这里环境好， 下午没
事我就过来散散步、 转转
圈，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这
个树林就进不去了，垃
圾遍地，没法下脚啊！”
一位经常在此锻炼身
体的市民告诉采访组。

“这些垃圾都是晚上运
过来的，今儿拉一车，明儿
拉两车，也没人管，日积月
累，就成现在这规模了。 如
果再不管， 这就成垃圾场
了。 ”在附近居住的居民抱
怨道。

这样一处环境优美，市
民休闲的好去处为何垃圾
成堆？ 这些垃圾何时能清
理？市作风建设提升年活动
办将持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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