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卧龙区

夏粮收购早准备
本报讯（记者 王宜迪 通讯员 张文华）连日

来，卧龙区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上下联动，全力
以赴，采取中央、地方财政补助和自筹资金建新
仓、修旧仓等措施，加大备仓力度，解决仓容缺
口，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该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会同中储粮直属库
分库多次对辖区收购库点的备仓情况进行调查
摸底，在此基础上，采取拍卖、集并等多种方式，
挖掘仓容潜力。截至 5月 18日已备空仓 17.3万
吨，另有 2.25万吨新建仓房正在进行收尾建设，
保障夏收期间可以投入使用。

对相关收储企业的收购人员进行了集中培
训， 并准备对国有收储企业的容重器进行校验，
机械电器已整修、测试，需要新购置的正在进行
购置。各收购库点通过购置、维修等方式，已准备
各类检验检测仪器仪表 60台（套）、清理设备 30
台、输送机械 58台。 ③1

珍爱生命
拒乘黑车

5 月 20 日，市交通运
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在
南阳火车站和南阳汽车
站组织开展执法宣传月
活动。 活动中，该支队执
法人员通过讲解宣传版
面及发放宣传页等方式
向来往群众进行宣传。 图
为活动现场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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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市场监管局发布头盔用品市场经营者价格行为提醒告诫书

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将追究刑事责任
本报讯（记者 王陈 特约记者 刘庆合）自 2020 年 6 月 1 日起，公安部将在全国开展“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

动，近期我市头盔用品供求关系变化较大，价格出现波动。 为保障市场价格基本稳定，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和良好
价格秩序，依据《价格监督检查提醒告诫办法》，5 月 21 日，市市场监管局发布《南阳市市场监管局关于头盔用品市
场经营者价格行为提醒告诫书》，提醒告诫全市头盔用品经营者及相关单位守法经营，维护良好的市场价格秩序。

志愿者走进河南丹江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保护生态多样性 共建美好新家园
本报讯（记者 刘玲瑜

通讯员 宋宗懋）5 月 22
日，是联合国大会确定的国
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活
动主题是“生态文明：共建
地球生命共同体”。 5月 20
日，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市林
业局以及部分环保志愿者，
走进河南丹江湿地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开展“关注生
物多样性、 走进自然保护

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活
动，围绕保护区内丰富的物
种资源和自然生态等内容
启动湿地生态摄影采风。

活动现场， 河南丹江
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处通过展板展示、讲解生
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相关情
况，并接受了现场参观人员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
咨询和建议。目前丹江湿地

已累计栽植各类苗木 600
余万株， 恢复生态 5 万余
亩，新增湿地面积 5000 余
亩， 保护区内的物种由
2006年的 100余种上升到
2019年的 300余种； 保护
区内新增国家Ⅰ级保护鸟
类 3种，新增国家Ⅱ级保护
鸟类 5种；丹江湿地已成为
河南省内鸟类最重要的栖
息、繁育地，华北地区鸟类

最重要的迁徙过境地时。
下一步， 市生态环境

局将继续在全市开展自然
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专题摄
影作品评选及展播活动，
让更多市民了解自然保护
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
激发全社会热爱自然、保
护环境的美好情怀，共同保
护生物多样性，共建地球生
命共同体。 ③1

遵法守法 诚信经营
市市场监管局提醒全

市头盔用品市场经营者应
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
和国价格法》《关于商品和
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
定》《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
规定》等价格法律、法规及
政策， 切实加强价格自律

管理， 自觉增强社会责任
感， 自觉维护良好的市场
价格秩序； 经营者应当遵
循公平、 合法和诚实信用
的原则， 建立和健全内部
价格管理制度， 准确记录
与核定经营成本， 依据经
营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制

定价格， 为消费者提供价
格合理的商品和服务，不
得趁机囤积商品并大幅
度提高销售价格，扰乱正
常的市场价格秩序；经营
者在销售头盔用品和服
务时，应当自觉依法明码
标价。 标价内容要真实明

确、清晰醒目，价格有变
动要及时调整公示。 不得
价外加价、捆绑销售其它
商品，不得收取任何未予
标明的费用，不得违背消
费者意愿搭售其它商品、
服务或者附加其他不合理
的条件。

严监严管 违法必究
此外，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价格法》《价格违法
行为行政处罚规定》 等规
定，禁止经营者有下列不正
当价格行为：捏造、散布涨
价信息， 扰乱市场价格秩
序， 推动商品价格过快、过
高上涨；除生产自用外，超
出正常的存储数量或者存
储周期，大量囤积市场供应

紧张、价格发生异常波动的
商品， 推动商品价格过快、
过高上涨；相互串通，操纵
市场价格，损害其他经营者
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利
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
价格手段（如虚构原价、虚
假优惠折价、不履行价格承
诺等）， 诱骗消费者或者其
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法

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不
正当价格行为。

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提
醒告诫后，经市场检查或群
众举报仍存在哄抬价格、囤
积居奇、 捏造散布涨价信
息、相互串通等价格违法行
为的，将依法予以查处；情
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
者吊销营业执照；对典型案

件，将公开曝光；对于严重
扰乱市场秩序， 构成犯罪
的，移交公安机关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全市各级市场监管部
门将加大对头盔价格监管
力度，保持 12315消费者维
权举报热线畅通，及时受理
群众价格投诉举报，依法查
处各类价格违法行为。 ③1 整治超载超限

全面清剿“百吨王”
本报讯（记者 王勇 通讯员 邓纯）5月 20

日晚，宛城区交通运输执法局联合市公安局交管
九大队开展“清剿百吨王”百日攻坚专项行动。

当晚 10 时 30 分，联合执法人员依托溧河
公路超限检测站，采取定点检查与机动巡查相
结合的方式， 在 G312 线宛城段、S103 线南新
路、 城区雪枫路等重点路段进行拉网式检查，
重点查处“百吨王”等严重超限超载车辆和非
法改装货运车辆等。截至 21日 5时，共检查货
运车辆 21 台， 依法查扣违法超限超载车辆 2
台，有力震慑了超限超载违法行为。

宛城区交通运输执法局在开展“清剿百吨
王”百日攻坚专项行动中，将进一步加强队伍
管理，规范执法行为，加大路面联合执法力度，
强化源头执法监管，严格落实“一超四罚”，全
面清剿“百吨王”，确保辖区道路运输安全。 ③1

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直属分公司
社旗服务区餐饮原材料招商公告
因经营需要，社旗服务区餐饮原材料项

目招商已批准实施，现进行招商。
此次招商项目为：米面油类、禽鱼肉蛋

冻货类、干货调料类、时令蔬菜类的供应及
配送，招商期限为壹年。

1、 有意者请与 2020 年 05 月 22 日-5
月 28 日到周南高速 K346+500 社旗服务区
北区办公室领取招商资料。本公告 5 个工作
日有效。

2、服务区联系人：张征
电话：15893985968
直属分公司经营开发部：
电话：0371-67166876
纪检委员：杜明
电话：13783076668

社旗服务区
2020 年 5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