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2社会新闻 ■2017年1月4日 星期三

组版 曹丽萍 校对 徐霖本版编辑 李清玉 韩冰

港岛玫瑰园11＃、13＃、16＃楼
未网签客户：

因统一建立楼幢不动产登

记信息需要，请未网签认购户

于2017年1月9日18：00前持
定购协议、收据、定购人及共有

人身份证件、手章等相关资料

证件到卧龙路172号玫瑰园售
房部办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网

签手续，逾期视为原认购人放

弃定购，原定购房源公司将依

法对外公开出售。

电话：0377-61596666
13723046515

特此公告

南阳市乐乐牛房地产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1月4日

公 告

推广使用国家第五阶段标准车

用乙醇汽油和车用柴油（以下简称

国V车用乙醇汽油、国V车用柴

油）是进一步推动实施蓝天工程行

动计划的重大举措，通过成品油质

量升级，减少机动车尾气污染排

放，改善大气环境，维护广大人民

群众的根本利益。根据河南省人民

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推广使用国

家第五阶段标准车用乙醇汽油车用

柴油质量升级工作方案的通知》

（豫政办 【2016】 164号）、河南省

人民政府第84号令《河南省车用乙

醇汽油管理办法》、南阳市人民政

府《关于印发南阳市推广使用国家

第五阶段标准车用乙醇汽油车用柴

油质量升级工作方案的通知》（宛

政办 【2016】 74号）等文件精神和

要求，现就我市推广使用国V车用

乙醇汽油、国V车用柴油质量升级

工作要求通告如下：

一、适用范围。2016年11月10

日 起 ， 全 市 范 围 内 所 有 加 油 站

（点）全面销售国V车用乙醇汽油、

国V车用柴油，严禁经营质量标准

低于国V标准的车用乙醇汽油、车

用柴油。

二、国V车用乙醇汽油封闭运

行。本行政区域内，任何单位不得

购入、销售、使用国V车用乙醇汽

油以外的其他车用汽油。国V车用

乙醇汽油实行定点生产、定向流

通，中国石化河南南阳石油分公司

负责全市车用乙醇汽油的调配，确

保市场供应。

三、落实常态化检查机制。各

县（区）政府和市直相关部门（市

发改委、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

环保局、市住建委、市农业局、市

商务局、市工商局、市质监局）落

实常规检查制度，在辖区内或督导

责任区内组织常态化巡查，不留死

角。

四、加大执法力度。工商、质

监和商务等部门将进一步加强油品

质量监督，加大检测频率，严厉打

击质量违法行为，对以次充好、虚

假标识等违法行为依法从严查处。

对非法加油站予以坚决取缔，对多

次违规、恶意造假的加油站业主移

交司法机关从严从重从快查处。

各级政府和市直有关部门要严

格、认真执行省市两级政府国V油

品升级、国V车用乙醇汽油封闭运

行一系列文件和要求，鼓励广大人

民群众监督举报违法违规行为。通

过市场的净化和规范，营造碧水蓝

天，建设美好家园，为建设大美南

阳活力南阳幸福南阳提供强有力的

物质保障。累累累5
特此通告

南阳市国V车用乙醇汽油车用

柴油质量升级工作领导小组

2016年12月12日

关于推广使用国家第五阶段标准
车用乙醇汽油车用柴油质量升级工作的通告

关爱送学童
快乐过暖冬
本报讯（记者赵勇）日前，在共

青团内乡县委牵头下，内乡县特色

商业街区管委会等单位，将1万余
件爱心衣物、图书、玩具以及电暖扇

等物品，送往该县 镇孙岗村小

学和双堰村小学的贫困学童手中，

帮助孩子们度过一个快乐而温暖的

冬天。

在孙岗村小学和双堰村小学，

爱心志愿者一边亲手为孩子们穿

上棉衣、送去卡通玩具，一边询问

孩子们的学习生活和健康状况。

志愿者还专门为学校师生送去了

青少年书法培训中心师生捐献的

书法作品，并为孩子们上了一堂

精彩的公益舞蹈互动课程。据了

解，这些爱心物资由内乡县第一

小学、内乡县爱心车友会、县衙社

区、汇恒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及

部分爱心居民、青少年、爱心志愿

者捐赠。累累累6

捐 款 30万
孤儿得救助
本 报 讯 （特 约 记 者 王 丙 双

通讯员杜振堂）近日，社旗县教体

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把爱心人士

的捐款及孤儿救助协会的救助基金

共32.8万元，发放到全县500余名
孤儿学生手中。

社旗县孤儿救助协会成立于

2010年7月8日，会员由成立之初
的22人发展到100多人，捐资者达
到 3000多人，累计筹集善款 1000
多万元，其中固定基金 300余万
元。该协会依据县民政局提供的

孤儿名单，把募集的善款通过县教

体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集中发放，

高中生以下每人每年600元，大学
生每人每年1000元。协会至今已
救助孤儿 2900余人次，发放救助
款230余万元，并在16个乡镇确定
69名孤儿作为长年救助对象。累累累6

一碗爱心粥
温暖一座城
本报讯（特约记者胡少佳）近

日，镇平县第一家免费爱心粥铺开

张了。一大早，志愿者们已熬好小

米粥，备好蒸馍和小菜，等待着环卫

工人。

志愿者们说，开店以来，慕名前

往的环卫工人越来越多，粥铺的工

作人员都是义务劳动，他们早上四

五点就到粥铺，熬粥、蒸馒头、准备

餐具。

爱心粥铺初步确定的供应对象

为环卫工人、65岁以上的老人、没
有收入的人员。在镇平社区志愿者

微信群里，红包不断地汇集着，爱心

在全城传递着，粥铺里挂着善款榜，

感谢着一点一滴的爱心。累累累6

用上互联网
学子笑开颜
本报讯（通讯员魏远有 田文阳）

日前，西峡县公安局开展爱心捐赠

活动，为该县重阳镇上街小学捐赠

价值9万余元的电脑20台，支援该
校信息化建设。

据悉，重阳镇上街村是省级贫

困村，上街小学现有学生230多名，
是一所典型的贫困山区学校，该校

学生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极少有

机会接触互联网。经校方多方筹

措，不断有社会爱心人士为上街小

学捐款捐物。此次，该县公安局捐

赠的电脑，让学生们格外开心，他们

纷纷表示，要利用这些资源好好学

习，回报社会。累累累6

创业好青年
桑梓情意浓
本报讯（记者赵勇）1月 1日

上午,卧龙区安皋镇在外创业的
杨庆和其他安皋籍创业青年返

乡慰问父老乡亲，为全镇贫困

户和敬老院老人送去了价值 4万
余元的米面油、大衣等生活必

需品。

“作为土生土长的安皋人，应

该为家乡做点儿贡献，希望通过此

次慰问能让更多的人用实际行动共

同奉献爱心！”在敬老院，杨庆如

是说。今年36岁的杨庆由于小时
候家境贫寒，从17岁就开始外出
打工挣钱养家，先后干过保安、收

过废品、开过小饭店。2012年，
他在深圳市开办了属于自己的公

司，由于他能吃苦，诚信经营，事

业蒸蒸日上。累累累6

大爱无疆�
本报讯 （记者陈大公 特约

记者孔峰）1月1日，我市2016年
度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民专

业合作社年报公示工作启动。凡

在2016年12月31日前设立登记
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民专业

合作社，均应报送年报并公示。

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民专

业合作社应通过“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河南）”（gsxt.haaic.
gov.cn）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报送
上一年度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

示。年报报送时间为每年的1月1
日至6月30日,内容包括企业通信
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电子邮

箱等信息；企业开业、歇业、清算等

存续状态信息；企业投资设立企

业、购买股权信息等信息。

未按照期限报送年度报告以

及在年度报告中隐瞒真实情况、

弄虚作假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将按照有关规定,将其依法列入
经营异常名录或标记为经营异常

状态并向社会公示。累累累5

企业年报公示开始

本报讯（记者石张楠 特约

记者赵向阳）1月3日，记者从南
阳车务段获悉，为了方便旅客出

行，铁路部门将在春运期间加开

多趟临时客车。

1月13日至24日，每日增开
洛阳—广州东的3237次列车，在

平顶山西、南阳、邓州车站办理客

运业务；1月15日至26日，每日增
开广州东—洛阳的3238次列车，
在平顶山西、邓州车站办理客运

业务。1月30日至2月16日，每日
增开南阳—广州的3331次列车，
在南阳、邓州办理客运业务。累累累5

增开春运临时客车

据新华社天津 1月 3日电
“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

走。”《中国天文年历》显示，1月5
日 11时 56分将迎来小寒节气。
此节气内恰逢“三九”寒天，是一

年中最寒冷的时段。

作为对寒冬的计时方法，我

国民间将冬至后的81天划分为9
个阶段，也就是常说的数九寒

天。其中，每年冬至后的第19天

至27天称为“三九”。今年1月8
日进入“三九”，恰在小寒节气内。

气象专家表示，虽然从字面

上理解，大寒要比小寒冷，但根据

我国多年的气象资料，小寒基本

是一年中气温最低的日子，强冷

空气及寒潮活动频繁。

中央气象台预计，5日起，一
股冷空气将会影响我国部分地

区。

小寒将至恰逢“三九”

□王军

小型张作为邮票王国中的骄

子，在邮票收藏领域中极富魅力

和市场升值潜力。比如面值3元
的《梅兰芳舞台艺术》小型张，如

今市场价20多万元，让大多数投
资品种望尘莫及。

小型张为何有它不俗的表

现，理由有三：小型张是为纪念重

大事件而发行，如纪念抗战胜利

70周年发行小型张；它们往往在
最佳中筛选出最精彩的画面，具

有极高的美学鉴赏价值，如《挥扇

仕女图》小型张；小型张的发行量

通常比普通邮票要少，前期发行

的小型张仅为普通邮票发行量的

0.1%。据统计，我国仅发行一百
余套内容各异的小型张，其中珍

品频出。特别是发行年代久远的

“纪”、“特”小型张以及后来发行

的“J”、“T”小型张和年度编号的
小型张，都因其本身蕴含的艺术

价值和纪念意义而成为邮市中潜

力无限的后起之秀。

小型张的优势逐渐为人们所

认识，从而引发了小型张投资热。

从长期以来的价值递增也可以看

出，市场上小型张的价值都比当时

的发行价格上涨不少。累累累5

小型张升值潜力无限

�日前，宛城区工商联相关
负责人与辖区爱心企业有关人士

一起，为汉冢乡周营村十几户贫

困户送去价值1.5万元的生活用
品及慰问金。累累累6

本报记者 陈大公 摄

�西峡县红十字会近日在大
学生中发出无偿献血号召，南阳

职业学院的学子们纷纷响应，短

短一上午时间，32名大学生踊跃
献血12000余毫升。累累累6

通讯员 谢轶娜 胡勇俊 摄

集邮博览累累累
南阳日报社 南阳市集邮协会联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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