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2社会新闻 ■2018年3月14日 星期三

本版编辑 田巍 范志钦 组版 申雯 校对 徐霖

因乐凯华光四期项目

建设需要，需征用宛城区溧

河乡胡寨村、皇杜庄村土

地，项目宗地位于新能源经

开区纬七路以南、 阳建设

项目以北、规划长江路以

东、皇杜庄自然村西区间路

以西，请该宗土地上的坟主

亲属在2018年4月1日前自
行将坟墓迁出，逾期按无主

坟处理。

联系电话：

胡寨村 13803778330
皇杜庄村13838789037
特此公告

宛城区溧河乡胡寨村村

民委员会

宛城区溧河乡皇杜庄村

村民委员会

2018年3月14日

迁
坟
公
告

李红军等12户被征收人：
2013年12月5日，南阳市宛城

区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对宛城区食

品商贸城城中村改造项目实施房屋

征收的公告》，决定对独山大道以

西，规划汉冶路以南，光武路以北，

区间路以东区域实施房屋征收，李

红军等12户房屋位于征收区域内，
在规定的签约期限内，征收部门多

次与你们协商，至今未达成协议，依

据相关法律规定，宛城区人民政府

对李红军等12户所有的房屋作出了

《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

因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以公告

方式向你们送达，请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到宛城区食品商贸城城中村改造

项目工作指挥部（光武东路原帝苑锦

城 售 房 部 ，联 系 电 话 ：0377-

66157777、15737752933、157377579
33）领取《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政府房屋
征收补偿决定书》，逾期视为送达。

附件：公告送达附表

特此公告

2018年3月13日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

公 告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被征收人姓名

王长全 刘安敏

赵喜青 吴 国

吴传甫 郭秀芝

刘 丽 罗红涛

王荣海 郭玉勤

李红军

王长钦 候建华

董喜明 吕清敏

崔本伟 赵 峰

王更武 齐玉红

丰书明 张 云

梁书平 龚松森

被征收房屋位置

宛城区环城乡东环路西侧食品商贸城4幢楼024室
宛城区环城乡东环路西侧食品商贸城3幢楼024室
宛城区环城乡东环路西侧食品商贸城4幢楼031室
宛城区环城乡东环路西侧食品商贸城3幢楼027室
宛城区环城乡东环路西侧食品商贸城3幢楼004室
宛城区环城乡东环路西侧食品商贸城4幢楼022室
宛城区环城乡东环路西侧食品商贸城2幢楼005室
宛城区环城乡东环路西侧食品商贸城3幢楼022室
宛城区环城乡东环路西侧食品商贸城2幢楼004室
宛城区环城乡东环路西侧食品商贸城4幢楼018室
宛城区环城乡东环路西侧食品商贸城2幢楼030室
宛城区环城乡东环路西侧食品商贸城4幢楼026室

补偿决定编号

宛区政房补决字[2018]10号
宛区政房补决字[2018]20号
宛区政房补决字[2018]21号
宛区政房补决字[2018]13号
宛区政房补决字[2018]12号
宛区政房补决字[2018]16号
宛区政房补决字[2018]11号
宛区政房补决字[2018]14号
宛区政房补决字[2018]19号
宛区政房补决字[2018]6号
宛区政房补决字[2018]17号
宛区政房补决字[2018]9号

本报讯 （记者赵勇）今年将丰

富粮油肉蛋菜等民生商品价格调控

手段，积极探索对住房租赁、养老服

务、网约车等新兴领域的市场价格

监管。这是3月13日记者从市物价
办了解到的。

市物价办将丰富粮油肉蛋菜等民

生商品价格调控手段，保证粮食、生

猪、蔬菜、水果、鸡蛋、水产品等农产品

和居民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稳

定。积极探索“互联网+价格服务”新

模式，借助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手段，建

立价格监管服务大数据平台，通过农

产品成本、价格、供求信息发布，帮助

生产者规避市场风险，调整生产结构。

切实保障低收入群体基本生

活。按照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

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有关规定，根

据物价上涨情况，及时启动联动程

序、发放价格临时补贴，有效化解物

价上涨影响，保障低收入群体基本

生活。推进涉及基本民生的价格改

革时，同步出台配套措施，确保低收

入群体生活水平不因改革而降低。

市物价办还将通过规范诊疗行

为，为降低药品、耗材等费用腾出空

间。积极推进按病种收费改革，进

一步完善和扩大按病种、按服务单

元收费计费范围，逐步减少按项目

收费的数量。健全药品价格监测机

制，规范高值医用耗材价格行为。

他们将区分不同景区类型，以利用

公共资源建设的景区为重点，体现

公益属性，建立健全门票及游览服

务定价成本监审、价格成本信息公

开制度。对非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

商业开发型景区实行市场调节价，

积极吸引社会投资，增加旅游资源

有效供给。研究建立景区质量等级

评定与门票价格水平惩戒联动机

制，建立健全门票价格管理长效机

制。健全完善电动汽车充换电价格

机制，规范服务收费行为，促进新能

源汽车发展。⑥2

物价监管更接地气 吃住游乐“一网打尽”
探索对住房租赁、养老服务、网约车等领域的价格监管

据新华社天津3月13日电 3月
15日，水星将上演东大距，这是今年
水星首次东大距。天文专家表示，如

果天气晴好，公众有望在日落后的西

方低空找寻水星的身影。

水星，我国古代称为“辰星”。

由于距离太阳太近，水星经常被湮

没在太阳的光辉中，每年只有数次

短暂的可观测机会，从而成为金、

木、水、火、土五大行星中最难看到

的一颗。只有等到水星和太阳的角

距达最大，即大距时，公众才最有希

望目睹水星。

水星在太阳东边称“东大距”，在

太阳西边称“西大距”。东大距时，可

以在黄昏时分的西方地平线上方找

到水星；西大距时，水星则在黎明时

的东方低空出现。

赵之珩提醒说，如果大气透明度

足够好的话，公众在15日前后几天，
均可在日落后的西方低空寻觅到水

星的身影。⑥6

水星上演“东大距”

大爱无疆�

通讯员 符祖国

今年52岁的李秀成，是西
峡县双龙镇河南村人，富裕起

来的他不忘家乡建设，默默为

家乡奉献着，用善行义举在感

召着人们。

李秀成曾在河南村卫生室

工作，2000年3月进入通宇冶
材集团工作，现任通宇集团公

司董事、副总经理兼任豫西协

和医院常务院长、通宇重工副

总经理。改变家乡面貌，让乡

亲们过上幸福日子是他的心

愿。作为从双龙镇河南村走出

来的优秀企业家，他不仅多次

为镇敬老院义诊送医送药、捐

款捐物，更为河南村兴建基础

设施操心出力。2015年，河南
村修建蛇尾河大桥，他捐资60
万元；2016年修河南村到内乡
县的边界公路捐资 70万元；
2017年修河南村堂沟组到毛岭
组的公路捐资50万元。

李秀成在家乡建设上善行

不断，在公益事业上更是勇于

担当。为了让考上大学的贫困

大学生有学上，为了让更多的

西峡学子投身到救死扶伤的伟

大事业上，在通宇集团前任董

事长及李秀成的倡导下，豫西

协和医院自 2011年起每年资
助西峡一高、二高医学类贫困

大学生15名，每人每年资助学
费 4000元~6000元，直至大学
毕业。截至目前，累计捐助84
人，发放助学金115万元。

在李秀成的倡导下，豫西

协和医院经常接诊无主或家庭

困难的病人，他提倡一定要把

抢救患者的生命放在第一位，

对经济困难，无力支付费用的

患者，减免其医疗费，平均每年

减免困难患者医药费约8万元
以上。

李秀成的善行义举，像

一 颗 明 珠 在 山 乡 闪 烁 着 光

彩。⑥6

热心做公益
义举显担当

本报讯 （通讯员曾权伟

丁东三）在邓州市刘集镇，人们

一提起爱心粥屋发起人夏玉守

和她的公益慈善爱心团队，都

赞不绝口。

该镇爱心粥屋于 2013年
创办，所需费用由社会各界爱

心人士和爱心志愿者捐赠，为

镇上的环卫工人、孤寡老人等

提供免费早餐。4年多来，爱心
粥屋共提供免费就餐五六万人

次，得到越来越多社会各界人

士的赞扬和资助。该镇党委、

政府多次组织机关干部、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为其捐款。镇机

关小红帽志愿者经常为其志愿

服务。

爱心粥屋公益慈善团队不

断发展壮大，由最初的一人发

展到遍布各行各业。他们有钱

出钱，有物出物，爱心粥屋公益

慈善团队成了接收爱心人士捐

赠钱物的物流中心。他们根据

镇民政提供的贫困人员名单，

经过筛选后及时把钱物送到那

些需要救助和帮助的人。

据不完全统计，该镇公益

慈善团队共接受爱心单位和爱

心人士的捐款达2.6万元，衣物
2000多件。⑥4

碗碗爱心粥
传递关爱情

本报讯（记者陈大公）3月
12日，市体育局开展“献爱心、
送温暖”活动，该局干部职工为

淅川县寺湾镇柳林沟村寇元浩

家捐款4800元。
柳林沟村系市体育局定点

帮扶村。日前，驻村帮扶工作

队了解到，该村村民寇刚娃于3
月9日下午意外死亡,其妻患有
精神缺陷，女儿常年偏瘫卧床，

儿子寇元浩正在上高中，懂事

孝顺，成绩优秀。寇刚娃是家

中唯一的经济来源，他的突然

离去，让这个家庭失去了顶梁

柱，生活顿时陷入困境，寇元浩

面临辍学的境地。

为了让这个特殊家庭渡过

难关，市体育局发起献爱心号召，

干部职工积极响应，捐款4800
元，为这个家庭送去温暖。⑥6

踊跃来捐款
温暖一家人

南阳车务段管内各站抽调业务骨干组成宣传小分队，深入沿线周边学

校为孩子们上好新学年“安全课”⑥2
本报记者 石张楠 特约记者 赵向阳 摄

公告送达附表

（上接B1版）加快推进南阳至官庄、
南阳至鸭河、南阳至社旗3条城市组
团快速通道项目。同步推进内乡灵

山机场至师岗快速通道等其他项目

进度。

内河水运计划完成投资 1亿
元。唐河航运工程已基本具备开工

条件。

场站建设计划完成投资 2.9亿
元。卧龙公交综合枢纽站今年要完

成主体工程，停车场投入使用；力争

上半年开工建设方庄公交枢纽站；

力争尽快开工建设黄庄和中关村两

个公交综合停保场，年底前建成

使用。

打赢交通脱贫攻坚战，深入推进

“四好农村路”建设。确保剩余的60
个贫困村63个易地搬迁安置点今年
全部实现有一条符合标准通村公路

的目标。

加快推进公交发展。中心城区

做好今年计划新购的400台纯电动
公交车辆的验收及投放运营工作。

开工建设黄庄、中关村公交场站，建

成卧龙公交场站，上半年开工建设方

庄公交场站。推进公交港湾站建设，

做好公交专用道和公交信号优先工

作。全面建成公交“码上行”乘车收

费系统，满足群众出行支付多样化需

求。⑥5

全市交通运输行业——

项目建设掀高潮
持续发力惠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