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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董志国 通讯员

李基润)为进一步提升邮政行业
服务水平，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推进全市邮政业发展规范化进

程，近日，市邮政管理局组织开展

全市邮政行业服务质量专项整治

活动。

此次专项整治活动将从邮

政、快递企业管理和从业人员整

体素质层面进行针对性检查。重

点围绕企业服务质量管理、服务

和投诉热线、签收流程、营业环

境、服务收费、后期赔偿、统一着

装等方面，突出解决消费者反映

较为集中的包裹丢失损毁多、投

递服务差、赔偿难以及野蛮分拣

作业等热点问题。

市邮政管理局表示，下一步

将围绕快递标准化建设、诚信体

系建设、行业人才队伍建设和强

化服务质量监管，重点推进快递

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为行业

服务大美南阳、活力南阳、幸福南

阳建设提供有力支撑。�5

邮政业服务质量专项整治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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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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特约记者申鸿皓）

近日，社旗县“印象赊店暨古钱币

博物馆”项目开工。

赊店古镇作为万里茶道重

要的水陆中转枢纽，历代散落在

民间的古钱币甚多，古币文化积

淀厚重。为进一步丰富赊店历

史文化内涵，增强古镇文化旅游

品牌实力，营造“游古镇、淘古

玩、品美食，看古迹，走万里茶

道”的业态氛围，该县通过政府

引导、市场运营、社会融资，顺利

促成这一项目。该项目总投资1
亿元，建筑面积860平方米，包括
古钱币展厅、修复室、洽谈室、储

藏室等多个单元，计划工期为半

年，预计2017年6月底落成并向
游客开放。�3

引资开建博物馆
打造文化新亮点

惊喜来了！恒大帝景台湾美

食节将于1月7日—1月8日盛大
开启，让您在家门口免费品尝到

正宗的台湾美食。

届时，台湾丸子烧、烤肠、红

豆饼、菠萝包、珍珠奶茶、台式蛋

挞将在恒大帝景轮番亮相。

菠萝包是台式餐厅的主角，

本周末恒大帝景将为您带来新鲜

制作的菠萝包。寒冷冬日里，一

份香气扑鼻的菠萝包搭配果汁，

让身心尽情放松。

在台湾，红豆饼与蛋挞是大

众热爱的美食之一，体验正宗台

式蛋挞与红豆饼，尽在恒大帝景。

台湾美食中最令人喜爱的就

是丸子烧与烤肠，结束一周忙碌

的工作，带上家人来恒大帝景品

尝一份Q弹可爱的丸子烧，让鲜
香的味道流淌唇齿间，咬一口肉

粒饱满的烤肠，细细品味最初心

的满足与幸福。

不需千里迢迢，在家门口即

可免费享受正宗台湾美食，感受

宝岛风情。本周末，恒大帝景带

您遨游在美食的世界里，与家人、

朋友一起度过美好时光！�2
（常华）

恒大帝景美食节
周末免费尝美味

本报记者 王笑荷

每年年终往往是盗窃案件高发

期。1月4日，市公安局梅溪派出所
民警针对近期破获的一些盗窃案件

提醒广大居民，出门莫大意，以免

“破了财”。

逛街购物 看紧钱包

1月1日上午，居民刘女士在市
城区八一路裕华商城购买服装付款

时，突然发现钱包不见了。她立即报

警并请求商城安保部门调取监控。

梅溪派出所四大队民警从监

控中发现，有两名穿红衣服的中年

妇女曾出现在刘女士附近，形迹可

疑。民警立即在商城内进行排查，

将两名红衣女子抓获。据供述，两

人是亲姐妹，镇平人，已经接连两

天在市城区超市、商场偷窃顾客钱

包。2016年 12月 31日两人作案 6
起，累计偷得现金 5000余元；2017
年元旦作案一起即被抓获。

这姐妹俩是如何选择作案目标

的？她们说，一般会选背单肩包逛

街的年轻女孩。年轻人社会阅历

少，警惕性差，其次挎单肩包的顾客

在挑选物品时胳膊抬起，挎包就处

于悬空状态，此时偷窃容易得手。

手机乱放 最招“惦记”

前不久，梅溪派出所便衣民警

在巡逻时，发现一个盗窃手机团伙，

当场抓获一人。其余三人乘车逃窜

至方城县时落网。

2016年12月初，便衣民警巡逻
至裕华商城附近时，发现一可疑男

子，此人正是前几日一起盗窃案件

视频监控中出现的嫌疑人。经盘

查，嫌疑人赵某系平顶山人，与另3
名同伙驾车“专程”来南阳偷窃手

机，再回平顶山销赃。被抓当天，4
人已经在新华城市广场等处偷得3
部手机。

“人们逛街时如果接打电话，

我 们 就 盯 着 他 们 把 手 机 放 在 哪

里。”赵某供述，在商场、超市等人

流密集的地方，不少人购物时匆

匆忙忙，打完电话把手机随手放

在外套口袋，或者放在挎包里不

拉上包链，这很容易成为他们的

作案目标。

提高警惕 开心过年

“过了腊八就是年，希望大家都

能过个平安年！”梅溪派出所四大队

民警希望大家能从以下几个方面提

高警惕，以免招来“贼惦记”。

外出时尽量不要携带大量现金

和贵重物品，如果携带现金尽可能

放到自己的贴身内衣口袋；如果试

衣或选购物品，一定要看管好挎包

和随身物品，将财物放在视线之

内，最好结伴逛街以便能够相互照

应；不要将挎包置于身后或悬挂在

胳膊上，应斜挎在胸前或抓在手

中；遇到可疑人员要迅速远离。如

果身边发生偷窃案件，一定要及时

报警。�2

购物莫忘防盗 出门不可大意

近日，南阳义工联举行2017新春联谊会，来自南阳义工爱心艺术团
等单位编排的精彩节目，赢得了现场观众阵阵掌声。�6

本报记者 陈大公 摄

1月3日，市社科联相关人员到唐河县桐寨铺镇周庄村小学，为该校贫
困学生送去价值6000余元的学习及文体用品。�6

本报记者 石张楠 通讯员 叶伟杰 摄

增强行业监管效能 促进邮政健康发展
南阳市邮政管理局

本报记者 段平

在南召县，有一个专门从事公益

慈善事业的“爱心家园”。提起“爱心

家园”，人们就会想起它的创始人杜

文兰。近日，她刚刚入选2016年度
“河南好人榜”候选人。这名年过七

旬的老人，近20年来倾其所有精心经
营“爱心家园”，用行动感动着山城群

众，书写出不平凡的金色晚年。

杜文兰自小受父亲影响，拥有

一颗尊老爱幼、接济贫困的慈善之

心。1997年她从南召县第二人民医
院病退离岗后，联络七八名老姐妹

做慈善，接济身边的困难群体。刚

开始，杜文兰和姐妹们省吃俭用，用

省下的钱买米、面、衣物接济穷人。

后来，杜文兰经过努力申请，被批准

成为社工。从此，杜文兰全身心投

入公益慈善事业。

为了扩大救济范围，杜文兰每

到一处就四处打听，千方百计筹措

善款。在杜文兰的积极奔走下，“爱

心家园”先后与郑州儿童基金会、省

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浙江金华施

乐会等多家慈善机构搭上线，得到

多家慈善机构的扶持，得以不断救

济贫困人群。为了选准救助对象，

不管道路再远再险，杜文兰都要亲

临现场详细考察，确保善款送到困

难群众手中。为保证把货真价实的

优质衣物、食品送到贫困户家中，杜

文兰和志愿者们总是多方奔走，货

比三家，想方设法买到好点的物

品。他们送出的棉被，都是大伙凑

钱购买，一针一线亲手缝制。

在杜文兰“爱心家园”旗帜引领

下，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加入这一行

列，队伍逐渐发展到200多人，筹措物
资及善款总价值400多万元，救助老
弱病残1.2万多人(次)。杜文兰还办
起了“爱心粥坊”，为县城环卫工人、

孤寡老人、流浪者免费供应早餐，被

当地群众誉为“最美慈善妈妈”。�6

“爱心家园”传递人间大爱

我为正能量代言

本报讯 （记者石张楠 特约

记者赵向阳）日前，到南阳火车站

购买车票的旅客发现，售票大厅

内新增了一台自动售票机。

目前，南阳车务段管内各站

拥有自动取票设备19台，各客
运站均实现了自动取票设备全覆

盖。使用自动售票机购买火车票

时，根据屏幕提示进入订票页

面，在屏幕右侧点击“更改目的

地”、“乘车日期”，按顺序点击

进 入 并 选 择 “ 车 次 ”， 点 击

“加、减”选择席别和购票张

数。核对屏幕上显示的发站、到

站、日期等信息，从售票机右下

方入钞口平整放入纸币，待票款

核对无误后， 点击“ 确认购

票”。�5

新增自动售票机
旅客购票更方便

本报讯（记者扈书峰 通讯员

温卫平）距离春节越来越近，“双

创”活动越来越出彩。1月4日，
我市数十位书画名家前往高新区

张衡街道茹楼宛都名邸小区，以

书画活动为载体，促进小区文化

建设上台阶。

宛都名邸小区一直把文化建

设作为“双创”活动的主要内容。

从元旦开始，在小区内文体娱乐

场所选取了多个主题进行集中活

动。

该小区联系市文化促进协

会，先后多次邀请书画名家到小

区讲课辅导，吸引书画名家入住，

并现场泼墨献艺，创作书画作品，

赠给小区居民。

此外，小区定期展出书画名

家和小区居民创作出的书画作品

定期展出；组织居民选取院内美

景拍摄照片在小区布展；把好人

好事、卫生保健、法律常识等，及

时在宣传橱窗展出。

同时，小区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主题，征集对联、格言，

优选出来800多条请书画名家撰
写，送给小区居民。不仅增进了

邻里之间的和谐，还提高了家庭

的文化品位，提升了小区的文化

素质。�6

文化迎春提素质
创建工作添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