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污水横流

市民反映仲景路一停车场有人乱收费，城管部门闻讯而动———

设立免费停车牌 看谁还敢乱收费
□本报记者 王勇

本报讯（记者 张浩）近日，市民刘女士拨
打本报热线反映， 中心城区文化路北头一窨
井堵塞，导致污水溢出影响出行，请相关部门
协调解决。

2 月 19 日，记者赶到文化路与工业路交
叉口附近查看，发现在一家洗车店门前，有一
处无任何标识的窨井被堵塞。 窨井处污迹斑
斑，还残留有食物残渣和油污，从窨井内流出
的污水甚至流到了马路对面， 不仅影响市容
环境，气味也十分刺鼻。

附近居民告诉记者：“春节前， 有人出钱
找了大型管道疏通车来疏通这口窨井， 谁料
想疏通不了。从腊月二十八开始，这口窨井就
一直有污水溢出，经过此处的车辆较多，马路
上形成一条污水带， 漫延至文化路工业路口
附近，恶臭无比。 要想让这口窨井不再堵塞，
唯一的办法就是彻底维修， 这样才能从根本
上解决问题。 ”

“这口窨井经常被堵，我们经常想办法解
决，为此苦恼不已。 今天上午，市政部门来了
几个人，看了看这口窨井又走了，这口窨井就
处在一个三不管地带。 ”“一直以来这口窨井
堵塞都是附近商户、居民凑钱找人疏通的，五
六年了，没有人前来处理、解决这个问题。”提
起这口窨井，附近的商户们怨声载道。 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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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优秀新闻栏目

替百姓说话 为政府分忧

2 月 23 日 南阳市教育局
2 月 24 日 南阳市城市管理局

2 月 22 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党组成员、二级调研员张征带队
值班行风热线节目，主要介绍我市
第三次国土调查工作情况，回应市
民关注的农村宅基地划分、 不动产
证办理等问题。

行风关注
国土调查工作是国务院部署的

一项重大国情国力调查，是全面查清
自然资源和利用状况的重要手段。 国
土调查每 10 年进行一次， 此次为第

三次国土调查。 国家层面已于 2018
年 1 月启动， 要求 2020 年底全面完
成， 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标准时点。

通过调查， 全面查实查清各类自
然资源家底，掌握翔实准确的土地利
用现状和土地资源变化情况，进一步
完善国土调查、 监测和统计制度，满
足生态文明建设、 空间规划编制、供
给侧改革等各项工作的需要，同时为
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编制国民经
济社会发展各方面的规划提供决策
依据。

我市第三次国土调查于 2018 年
6 月全面启动， 于 2020 年 12 月底完

成包括农村土地利用情况潜力调查
在内的全部工作， 顺利通过国家、省
检查验收。 主要内容为，对全市土地
利用现状，土地权属情况，对建设用
地、永久性基本农田、耕地分等定级
进行调查与评价，开展土地利用现状
分析、 编制土地利用图件和专题图
等。 目前，全市国土调查按照国家、全
省的要求， 确保每一阶段按国家、省
时间节点完成各项任务，在规定时间
内对全市山水林田湖草作了一次全
面体检， 确保了整个三调成果的真
实、准确、可靠。

行风反馈
南阳大学城园区规划进展如何？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回复： 为整
合教育资源，集中智力要素，集聚学科
优势，打造南阳的新“智力核”，规划
建设南阳大学园区， 实现校际配套服
务共享，产学研良性互动，校城融合，
形成特殊的城市发展功能区。 规划大
学园区西临白河，东到周南高速，北至
南水北调中线干渠，南至北绕城高速。
规划总用地面积 30 平方公里左右。目
前， 大学园区已作为城市发展的重点
功能区， 纳入新一轮的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编制当中。 ⑤2

文化路北头一窨井堵塞

污水横流没人管

停车收费 须执行明码标价规定
我市的停车收费标准，市物

价部门曾有专门文件规定，即
《南阳市中心城区公共停车场车
辆临时停放看管服务收费有关
事项的通知》。 根据该通知，我市
中心城区停车收费实行政府定
价和市场调节价两种定价形式。
占用公共资源配套设置的停车
场，执行政府定价，分为计次收
费和计时收费两种方式。 计次收

费为小型汽车 3 元/辆次，中型汽
车 5 元/辆次；计时收费为两小时
以内小型汽车 3 元/辆，中型汽车
5 元/辆，超过两小时后，每增加 1
小时（不足 1 小时按 1 小时计），
小型汽车加收 1 元/辆，中型汽车
加收 1.5 元/辆。

根据规定， 经有关部门批准
设立的各停车场必须执行明码标
价规定， 在收费地点或车辆停放

场所醒目位置设置明码标价牌。

微评论
乱收停车费， 市民反映强

烈。 治理停车乱收费现象，需要
城管、公安部门形成合力，完善
监管和治理机制，不给违法牟利
者留下漏洞。 同时，当市民遭遇
乱收停车费时， 请拒绝交费，不
要助长这种乱收费的恶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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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有市民
反映在中心城区仲
景路一停车场有人
乱收停车费。对此，
宛城区城管综合执
法大队停车管理办
公室高度重视，立
即进行调查摸排，
采取多项措施整治
这种乱收费行为。

多措并举 重拳打击乱收费行为
2 月 20 日，宛城区城管综合

执法大队停车管理办公室联合仲
景街道， 在该停车场门前设立免
费停车标志牌， 提醒市民该停车
场为免费停车场。此外，城管队员
将加强对该区域的巡查力度和密
度， 同时联合公安部门严厉打击
非法收费行为， 不给非法收费人

员留下可乘之机。
遭遇乱收停车费时该怎么

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
理处罚法》 第四十六条， 可拨打
110 报警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四十六条规
定，强买强卖商品，强迫他人提供
服务或者强迫他人接受服务的，

处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留，并处
200 元以上 500元以下罚款；情节
较轻的，处 5日以下拘留或者 500
元以下罚款。

宛城区城管执法大队停车管
理办公室提醒，遭遇乱收停车费，
请拒绝交费，及时投诉，以维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

闻讯而动 调查摸排乱收费现象
近日，有市民反映，在新华路

与仲景路交叉口附近一停车场没
有收费标准， 没有计时设备等计
时措施，没有规划停车位，停车被
要求先交钱后停车， 收费人员利
用手机后边贴的二维码收费，且

凭感觉收费， 存在乱收停车费的
现象，希望相关部门关注。

接到市民的反映后， 宛城区城
管综合执法大队停车管理办公室高
度重视，立即进行调查摸排。经调查
摸排发现， 在此进行违规收费的是

个别社会闲散人员， 这些人利用公
共区域谎称自己是停车场工作人
员，蒙蔽市民私自收费，社会影响恶
劣。在城管队员巡查时，这些人就躲
避， 待城管队员巡查过去了继续收
费，给执法造成了很大难度。

城管队员在设立免费停车标志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