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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开展“双创”活动 建设大美南阳

市中心城区“门前五包”管理规定

一、包绿化：1.树木无乱拴、乱
钉、乱挂现象；2.无故意损坏、破坏
园林树木、花草现象。
二、包洁化：1.按照要求自备
垃圾收集容器，垃圾实行袋装，无
乱堆乱倒垃圾现象；2.坚持清扫保
洁，做到地面无纸屑、果皮、烟头、

污物等废弃物；3.及时清除责任区
内积雪、积冰。
三、包序化：1.无占道经营、店
外经营现象；2.无乱堆杂物、晾晒
衣物、乱搭乱建现象；3.无乱停乱
放现象，非机动车辆首尾一致、排
放整齐，无在人行道牙设置缓坡

现象；4.无打麻将、打扑克、下棋等
现象。
四、包亮化：1.应亮化的部位
按要求设置亮化设施，并按照规定
时间开启；2.亮化设施图案、文字、
灯光显示不全、污浊、损毁的应及
时修饰，做到整洁美观，显示完整。

南阳市民文明公约

热爱祖国，建设南阳；
爱护环境，美化家园；
遵德守礼，敬老爱幼；
团结友善，邻里和睦；

五、包美化：1.临街建筑物，围
墙应定期清洁、粉饰，保持整洁美
观，无破损；2.无“牛皮癣”、小广告
等乱贴乱画现象；3.陈旧、破损的
店 招 店 牌 ，及 时 修 复 、更 新 或 拆
除。 ⑥ 3
南阳市“双创”工作指挥部

移风易俗，勤俭节约；
拥军优属，志愿服务；
尊师重教，崇尚科学；
诚信守法，敬业创新。 ⑥ 3

开展市容检查
呵护城市形象

本报讯 （记者张冬梅）市城
管局开展中心城区市容市貌大
检查，及时发现问题，补齐短板，
全 面 提 升 城 市 形 象 ，强 力 推 进
“双创”工作。
8月 9日，记者跟随督导组
在中心城区看到，梅溪路等商
业街道的店外占道经营等乱象
已得到有效控制；在百里奚
路、范蠡路、长江路上，城管
部门工作人员正使用高空作业
机械对建筑立面、楼顶上的破
损、违规广告牌进行拆除。还将
对滨河路、车站路、信臣路等道
路违规设置户外广告、墙体广告
进行强力拆除。

和二号园区游园为主线，结合
前期已经完成的创文宣传版
面，穿插布置关于未成年人教
育、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版
面。该区结合麒麟游园绿化提
升工作，在树木及月季花架上
广泛制作文明导语，在游园临
路边制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大型展示架。
活动开展以来，该区在辖
区游园内共安装宣传架 150余
个， 展板 280余块， 文明导语
5
6
0余块。 ⑥4

表彰文明家庭
本报讯 （通讯员郭吉强）日前，桐柏
县城关镇对评选出的第一届 50个文明家
庭和文明个人进行了表彰。
该镇围绕家风家训建设主题，通过
建展示阵地、组织文艺活动、开办道德讲
堂、选树先进典型等举措，在全镇上下营
造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浓厚氛围，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大力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推
进家风家训建设，今年 5月中旬，城关镇
启动了首届文明家庭评选活动。经过宣
传发动、逐级推荐、择优遴选、组织评审、
社会公示等环节，最终推选出 50个事迹
感人、社会评价高的家庭和个人。 ⑥3

□

刘静

（广告）

本 报 讯 （记 者 洪 塔）8月 10
日，记者从沪陕高速南阳卧龙站了
解到，目前南阳境内沪陕高速、兰
南高速、二广高速、三淅高速均已
开通电子支付业务。
当日，记者在卧龙站高速出口
看到，收费窗口下方安装了支付宝
缴费设备。该设备由一块 LED显
示屏与两个扫码摄像头组成。一
位司机正在付款，只见他拿出手
机，调出支付宝付款码，对着摄像

头扫一下，
“ 滴”一声提示付款成
功，整个过程只需 7秒左右。
卧龙站工作人员介绍，支付
宝缴费流程十分简单，司机将高
速公路通行卡交给收费员，打开
手机支付宝，在主页面点击“付
钱”调出付款码，扫描完成支付
成功后打印发票，挡车器自动抬
杆放行。这种支付方式可缓解高
速站点高峰时段拥堵的情况，提
高通行效率。 ⑥5

市市政管理处举办了这场比赛。
比赛内容由基础知识考试和实际
操作两部分组成。实际操作分人
工清掏雨水口和推杆疏通污水管
道两项内容。
比赛现场，巾帼不让须眉，一
招一式有板有眼；男选手更是争先
恐后，速度和力量得到完美展现。
经过激烈角逐，优秀选手一一胜
出。 ⑥4

学身边模范 做文明居民
本报讯 （记者段平） 8月 10
日，卧龙区光武街道举行第四届
街道道德模范表彰和现场交流活
动，通过学习宣传道德模范的先
进事迹，进一步激发广大居民关
注道德模范、学习道德模范的热
情和积极性。
活动现场，该街道对辖区 8名
受表彰的道德模范进行颁奖，道德
模范代表作典型发言。随后，8名

道德模范与社区干部群众进行现
场交流，讲述他们的感人事迹、具体
做法和切身感受及打算。 8名道德
模范用鲜活的事例、朴实的语言赢
得了干部群众的强烈共鸣，现场报
以热烈的掌声。参加活动的群众
表示，践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需
要从模范和身边好人学起，要让道
德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发芽，让善
行义举在社区蔚然成风。 ⑥3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连日来，市市政管理处路灯管理所对市城区中州路、张衡路等路段的路灯
设施进行全面维护，方便居民出行
本报记者 陈大公 通讯员 郭启明 摄

重视家庭文明建设

每个家庭的文明状况，必然
反映着整个社会的文明状况，家
庭文明建设搞好了，无疑会给所
在城市带来巨大影响。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
环境塑造一个人的性格、气质，
品德、世界观的形成与他生长的
家庭密不可分。家庭生活具有
直观性和可模仿性，一般来讲，
父母相亲相爱，正直好学，积极
乐观，身体力行，子女也会知书
达 礼 ，有 上 进 心 ，有 责 任 心 ；反

之，不良的家庭环境，父母不当
的教育方法会对子女产生负面
影响。
一大批崇德向善的文明家
庭在南阳大地涌现出来，对于形

成向善向上、诚信互助的文明风
尚发挥了鲜明的示范作用。我
们要从每个家庭做起，从每个人
做起，以家庭文明促进文明城市
创建。 ⑥2

投 稿 邮 箱 ：nybyxwzx＠163.com

严打涉互联网金融违法犯罪行为
范和保障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
意见提出，要以服务实体经济
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引导和规范
金融交易。要遵循经济、金融的发
展规律，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为价
值本源，依法审理各类金融案件。
对于能够实际降低交易成本，实现
普惠金融，合法合规的金融交易模式
依法予以保护。对于以金融创新为
名掩盖金融风险、规避金融监管、进
行制度套利的金融违规行为，要以其
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确定其效力和

此次培训对驾驶员强化了三
方面知识 ,即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基
本知识、出租汽车行业基本知识、
相关出租汽车法律法规等。
参加培训的出租车驾驶员纷
纷表示 ,在今后的工作中 ,一定遵章
守 法 经 营 ,维 护 行 业 形 象 ,杜 绝 欺
客、宰客等违法行为 ,自觉接受社
会监督，以实际行动为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作贡献。 ⑥2

高速缴费可用支付宝啦

本报讯 （记者陈杰超）100公
斤杂物倒入窨井内，看谁清掏得又
快又净；十几根竹片首尾相连捆
扎，放入下水管道内仔细探索打捞
一个沙袋，看谁用时最短。 8月 9
日，一场紧张的排水管道工技能大
赛在南阳体育场周边马路上摆开
阵势。
为崇尚职工技能，尊重技能人
才，推动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当天，

最高法提出 30项意见
据新华社北京 8月 10日电 记
者 10日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最高
法近日印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
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
见》，就人民法院加强金融审判工
作，保障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
发展提出了 30项意见。
意见规定，依法认定互联网金
融所涉具体法律关系，据此确定各
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依法严
厉打击涉互联网金融或者以互联网
金融名义进行的违法犯罪行为，规

本报讯 （记者扈玲 通讯员夏
兆峰）为切实提升我市中心城区出
租汽车行业服务水平 ,提高出租汽
车从业人员的文明素质 ,8月 4日至
8月 1
0日 ,
市运管部门对中心城区
8家出租汽车公司所属的 3
0
0
0余
名驾驶员和近百名公司管理人员
分批次进行培训 ,对中心城区 1800
台出租车的车容车貌和硬件设施
进行了检查。

市政工人比技能赛本领

上半年城管部门共拆除违
规商业条幅横幅 1726条，清理
橱窗广告 3600余处，拆除落地
广告及墙体、楼顶广告 726处。
组织清理取缔主次干道两侧及
背街小巷影响市容市貌的乱堆
乱摆、乱扯乱挂、乱停乱放、乱贴
乱画、乱搭乱建等“十乱”，优化
居民生活环境。清理店外烧烤，
销毁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烧烤
灶具。自 6月份起在中心城区
设 置 临 时 瓜 果 市 场 128个 ……
通过“靓城行动”等各类市容市
貌专项整治行动的开展，
“ 十乱”
现象得到有效控制，夜市经营得
到进一步规范。 ⑥2

打造精品游园
倡树文明新风

本报讯 （记者段平 通讯员马
辉 李亚运）高新区在完成辖区
主次干道、建筑工地施工围挡创
文宣传版面的基础上，又对辖区
内 10个区管游园进行高标准升
级打造，进一步做好公益广告的
提升改造。
该区以区管委会东侧游园
为重点，增加了关于未成年人
教育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市民文明公约等版面，同
时在树木上悬挂标识牌，增强
科普性。该区还以南石入市口

出租车驾驶员接受培训

权利义务。对于以金融创新名义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集资诈骗，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在降低实体经济成本、解决实
体经济融资难的问题上，意见提出
严格依法规制高利贷，对超过民间
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的利息不予
保护，以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依法审理证券、期货民商事纠纷案
件，规范资本市场投融资秩序，引导
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满

足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准
确适用保险法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
件，促进保险业发挥长期稳健风险
管理和保障的功能。
据了解，人民法院将根据金融
机构分布和金融案件数量情况，在
金融案件相对集中的地区选择部分
法院设立金融审判庭，探索实行金
融案件的集中管辖。在其他金融案
件较多的中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
案件情况设立专业化的金融审判庭
或者金融审判合议庭。 ⑥4

开展特色实践活动
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本报讯 （通讯员张瑞华）卧龙
区梅溪街道在开展创文活动中，高
度重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街道加强文化市场管理责任
制，对学校周边违规网吧、
“ 黑网
吧”坚决打击，街道设立举报热线，
发现一处，查处一处。 针对口袋
书、盗版书，配合区职能部门，坚持
不懈开展文化环境专项整治，今年
共组织活动 13次，下达整改通知
书 58个，劝退未成年人违规上网
6
7
0多人次，收缴盗版书、涉黄书
2
0
0
0多册。

街道和各社区利用五一劳动
节、国庆节、建党节等重要时
机，对儿童们进行爱党爱国教
育，免费为少年朋友们开放绿色
网吧、绿色书屋、健身室等场
所，成立 8所家长学校，不定期
举办家长讲座、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讲座，开展“文明小使者社区
行”、“小手拉大手”、“做文明小
交通员” 等特色教育实践活动。
从 6月初到现在，街道与社区就
开展此类活动 70多次，受到辖区
群众的好评。 ⑥4

本版编辑 李清玉 余耀耀

赊店老酒男篮豪取主场9连胜
本报讯 （记者陈大公）8月 9日
晚，2017年 NBL全国男篮联赛第 20
轮比赛打响，在市体育中心主场作
战的河南赊店老酒队以 128比 118
战胜广西威壮队，主场豪取 9连胜。
上半场，两队展开阵地战，比分

交替上升。河南队稳扎稳打，上半
场结束，以 64比 55领先对手。下半
场，广西队加强防守力度，但全队犯
规很快达到 5次，频频把河南队送
上 罚 球 线 ，最 终 ，河 南 队 以 128比
1
1
8战胜对手。 ⑥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