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 告
焦作市公安交通管理支队中站交警大队2018年年底以

前依法扣留的236辆二轮摩托车、4辆正三轮摩托车，经通知
后车主目前尚未接受处理或有的无法通知到本人的，现予以
公告。

请车主在本公告发布后的3个月内，凭《公安交通管理
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机动车行驶证》或车辆合法来历证明及
本人的身份证明，到中站交警大队接受处理或办理相应手
续。逾期不来接受处理的，将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
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对车辆作出处置。

特此公告
焦作市公安交通管理支队

2019年10月8日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9年10月18日10时起在权益互联网（焦作
市政通拍卖公司竞价大厅专用厅）公开拍卖修武县科技开发交流中心5
间门面房租赁权，租期3年，保证金1万元/间。

自由报价期：自2019年10月11日10时起，限时报价期：自2019年10
月18日10时起。自然人、法人均可报名，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10月
17日17时前携带相关资质证件至修武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或焦作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一楼大厅办理竞买登记手续。保证金实行电子交易，以
报名截止时间前到达拍卖人指定账户为准，逾期不再接受报名。

账户名称：修武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户名称：邮政储蓄银行修武县城关镇支行
账 号：100657354890010001
展示时间：2019年10月16日、17日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标的联系电话：13938166446 修武县科技开发交流中心
咨询电话：（0391）7118969 修武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0391）3568913 3568939 政通拍卖公司
焦作市政通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10月10日

修武县部分门面房租赁权拍卖公告 拍卖公告
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19年10月22日10时至10月23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 淘 宝 网 ）上（ 法 院 主 页 网 址 ：https://sf.taobao.com/0391/13?spm=
a213w.3065169.courtList.871.I9CLPB）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活动。

拍品名称:河南文昌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山阳区岭南路111号的云
河丹堤小区15套房产(详见淘宝网拍卖清单)。

自2019年9月18日10时起至10月21日16时止（工作日）之前接受咨询，
有意者请与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的司法拍卖辅助机构：焦作市随
昕拍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联系，该公司负责标的物咨询及看样预约服务。联系
电话：400-960-8281，或登录淘宝网查询。

★特别提醒：拍品均无房产证。拍品中3号楼北环路1636、1646号和岭南
路85号的1—4层为在建工程；拍品中1号楼503、701、801号及8号楼1单元64
号、2单元40号文昌公司未经抵押权人交通银行同意擅自用于顶账。本次拍卖
的标的物以实物现状为准，本院不承担拍卖标的物的瑕疵保证责任。有意者
请亲自实地看样并到相关部门查询核实，未看样或实地查询的竞买人视为对
全部拍卖标的实物现状的确认，责任和引起的后果自负。

咨询电话：（0391）3386455 联系人：陈法官
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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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秋）昨日上午，市委常委、常务
副市长李民生带领市直相关部门负责人督导“四城联
创”并调研营商环境优化工作。

在丹河电厂金梦园家属区、解放区焦南街道平光
西苑小区，李民生实地察看了“三供一业”楼院创建
和改造工作开展情况，叮嘱相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要
规范管理，解决好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让群众切实
享受到创建成果。在市劳动就业管理局和市行政服务
中心，李民生详细了解了劳动者合法权益维权举报电
话接线服务及政务大厅创建工作相关情况。

在随后召开的营商环境优化工作座谈会上，李民
生听取了我市一体化在线服务平台建设、“一网通办”
前提下“最多跑一次”改革、“企业纾困360”平台建
设运行情况和相关单位推进营商环境优化工作的情况
汇报。他说，近年来，我市在机构改革、办事服务方
式改革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许
多工作走在全省前列，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增强服务意
识，持续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提高政府服务效
能，努力打造规范、便捷、高效、透明的营商环境，
助推焦作经济高质量发展。

市领导督导“四城联创”
调研营商环境优化工作

本报讯（记者高新忠） 10月8日上午，修武县青龙
峡民宿集群项目开工仪式在青龙峡景区召开。省文化和
旅游厅厅长姜继鼎、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朱建伟、副
市长牛炎平出席开工仪式。

据悉，青龙峡民宿集群是河南宿描文化旅游发展有
限公司在河南签约的第一个民宿集群项目，整体民宿集
群由宿描文旅和青龙峡景区共同投资打造，项目预计总
投资5亿元，分三期三年打造完成，建成后预计年营业
收入超2亿元，新增就业岗位400个。

按照规划，一期工程将在青龙峡景区建设陪嫁妆
“天空之城”民宿群、青龙山房度假民宿酒店、太行之
心艺术馆、千年榔榆林户外婚嫁广场等项目。二期、三
期工程包括陪嫁妆商业步行街、星空剧场、索道缆车民
宿、悬崖餐厅、双庙画家村等项目。开工仪式上，姜继
鼎、朱建伟、牛炎平共同按下启动球，修武县青龙峡民
宿集群项目正式启动。

修武县青龙峡民宿集群项目开工

本报讯（记者姚广强） 10月9日，副市长闫小杏先
后到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总干渠焦作城区段绿化带、丰收
小区、大沙河等地检查百城建设提质工程暨文明城市创
建工作。

闫小杏在检查中指出了存在的问题，要求各级各部
门迅速行动，整改到位，补足短板，以“绣花功夫”打
造精品工程，全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协调发展。

闫小杏指出，百城建设提质工程是转型发展的引
领工程、民生改善的保障工程、文明建设的基础工
程，是使城市“有颜值、有内涵”的关键之举，各级
各部门要以建设美丽城市、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的使命感，将工作做实做细，在精致、内涵、特
色上下功夫，真正做到“一眼净、一眼美”，增强居民
幸福感。她强调，细节决定品质，要扎扎实实推进百城
建设提质工程，搞好文明城市创建各项工作，以“绣花
功夫”切实提升城市品质，努力打造“精致城市、品质
焦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协调发展，提升百姓幸福指数。

市领导检查百城建设提质工程
暨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本报记者 王爱红

10月1日，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年阅兵盛典万众瞩目。十里长安
街，铁流滚滚，气势如虹，雄伟的
天安门见证了无数精彩时刻。

您也许不知道，在气势磅礴、
排山倒海的阅兵场上，32个装备方
队之一的补给供应方队，主要由驻
焦的铁骑劲旅官兵组成。他们从幕
后走向台前，驾驶新型后装保障装
备从天安门广场通过，接受祖国和
人民检阅，向世界展示了新时代联
勤保障部队官兵的风采。他们有怎
样的故事？记者带您去了解、感受。

铁骑英雄三上阅兵场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阅兵场上，补给供应方队隆隆

驶来，受阅装备由野战净水车、野
战站台车、整体自装卸运加油车、
野战主食加工方舱混编而成。

马达轰鸣，震天动地。驾驶这
些装备通过天安门的，正是郑州联
勤保障中心某汽车团的受阅官兵。
这不是他们第一次参加阅兵，抗战
胜利日大阅兵、朱日和沙场阅兵也
有他们的身影。

三上阅兵场，这次与众不同。
“抗战胜利日大阅兵，我们主要

担负重装备运输和承载白求恩医疗方
队女兵的保障任务，更多是做幕后工
作；朱日和沙场阅兵则是在沙场接受
检阅；今年，我们代表新组建的联勤
保障部队，首次作为正式参阅部队

亮相国庆阅兵，从幕后走向台前，
意义重大。”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
汽车团团长张志兵激动地说。

张志兵介绍，补给供应方队总共由
118人组成，该团就占111人，其中49人
参加了国庆阅兵的阅兵式和分列式。

光荣受阅，使命在肩。为确保
受阅任务高质量完成，该团不仅在
短时间内做好了各项阅兵准备工
作，更用一流的标准狠抓训练，并
不断创新训练方法。仅在训练过程
中，官兵们就先后自制了近300种简
易器材，大大提高了训练的精准度。

精益求精，换来的是阅兵场上受
阅官兵精湛驾驶技艺的出色展现——

驾驶员做到了“米秒不差”：
骑线驾驶的左右偏差均不超过1厘
米，而按规定只要不超过5厘米即
可；等速驾驶通过天安门时，速度
误差控制在0.03秒以内……

滚滚车轮，巍巍方阵，铁骑男
儿不辱使命，出色地完成了“车轮
上的受阅”。10 月 4 日晚，首批 55
名受阅官兵载誉归来。10 月 8 日，
第二批受阅官兵返回焦作。

红花绿叶同样精彩

盛大阅兵，扬国威，显军威。
然而，您知道受阅官兵光荣使命背
后有哪些感人的故事吗？

200 多个日夜，战高温、斗疲
劳是他们训练时的家常便饭。

振奋的士气、挺拔的身姿是这
样练成的：盛夏酷暑，头戴钢盔，军
姿一站，1个小时不动，2个小时不
晃，3个小时不倒，双腿之间、手和

大腿外侧之间夹着的一张扑克牌3个
小时不能掉；握枪敬礼、转头上手，
简单的动作要整齐划一，说起来容
易做起来难，一练就是一上午。

严格枯燥的训练，层层选拔淘
汰，90多名方队乘载员最终被刷掉
只剩 23 人，每个人都晒出了一张

“阅兵脸”。
已入伍16年的赵方英就是其中

一员。“国庆阅兵前夜，我紧张得
睡不着。整装列队接受习近平主席
检阅时，我感到无上荣光。通过天
安门时，我坐在驾驶室里两眼紧盯
前方，自豪感油然而生。受阅完毕
返回路上，看到沿途百姓为我们鼓
掌欢呼、竖起大拇指，那种心情无
法言表，眼泪都掉下来了，终生难
忘。”赵方英感慨万千。

如果把在天安门接受检阅的部
队比作红花，阅兵场下还有许多幕
后英雄甘当绿叶。

受阅装备的维护保养格外重
要，25名车辆技术保障员就是这些
装备的“贴身医生”。日保养、周维
护、月整治，他们一丝不苟地全力为
受阅装备顺利通过天安门保驾护航。

四级军士长张权是一名车辆技
术保障员，也是第二次参加阅兵，家
人对他十分支持。训练期间，他患重
病的父亲突发脑溢血，老人清醒时坚
持不让家人告诉儿子。部队领导得知
后，张权才回家看望了父亲一眼，之
后匆匆返回训练场，没想到这竟是他
和父亲的最后一面。父亲去世的消
息，直到部队采集受阅官兵家属照
片信息，家人实在瞒不住时才告诉

张权。“继续执行任务”，这是父亲
临终前对儿子的叮嘱。

原本有机会成为正式队员走上
天安门阅兵场的张琪，因任务需
要，最后担任了受阅装备驾驶员的
教练员。虽有遗憾，但他并不后
悔：“作为军人，谁都想通过天安
门接受检阅，但为了完成阅兵任
务，个人的愿望无法实现，那就当
好绿叶、配好红花。”

“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
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奉献”，张志
兵饱含深情所说的“四个特别”，
正是对受阅官兵的生动诠释。

台前幕后同样重要，红花绿叶
同样精彩。

军人家属携手谱华章

10月4日19时02分，北京西至
重 庆 K589 次 列 车 缓 缓 驶 入 焦 作
站。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汽车团政
委郭琳冒雨来到站台，迎接首批55
名受阅官兵凯旋。

站台上，“热烈欢迎阅兵英雄
凯旋”的红色条幅分外醒目，身背
行囊、斗志昂扬的官兵一下火车，
所有旅客的目光齐刷刷地聚焦在他
们身上。“辛苦了。”郭琳为每一位
受阅官兵佩戴红花、送上问候。

“珍惜荣誉，严守纪律，传承
阅兵精神，为中原铁骑精神增光添
彩。”郭琳的话铿锵有力。

“铁骑驰骋，铁骑必胜”，受阅
官兵嘹亮的口号声震长空。

队列旁，李梅带着两个儿子在
瑟瑟的秋风中瞪大眼睛努力往队伍

里寻找。她的丈夫戴斐三次参加阅
兵，这一次他们一家人已有大半年
没有团聚。见到爸爸，两个孩子开
心不已，8 岁的大儿子贝贝送给爸
爸一本名为 《爸爸军团》 的书，5
岁的小儿子坷坷从塑料袋里拿出了
自己用彩泥捏的摩托车和坦克，那
场面温馨、感人。

同样给予爱人莫大支持的还有
张千，当得知丈夫张浩鸣想报名参
加国庆阅兵时，她答应得很爽快。
张浩鸣是一名乘载员，国庆阅兵当
天，他精神抖擞地在装备前列队，
接受了习近平主席的检阅。

“人都一样黑，电视镜头一扫
而过，根本找不到他在哪里。还是
他告诉我站在第几排第几个位置，
我放慢 0.5 倍速度看回放才找到
他，不过很模糊，只有自己能认出
来。”张千笑着说。

张千抱着 2 岁半的女儿，手里
拿着一束精心挑选的金色乒乓菊。
久别重逢，看着脸庞黝黑的丈夫，
泪水忍不住在张千的眼眶里打转，
眼神里满是爱意和心疼。

一次受阅，一生光荣；一人受
阅，全家光荣。

为使命甘舍小家，最可爱的人
和他们的家属用实际行动共同谱写
了动人篇章。

对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汽车团
全体官兵来说，不管在前方还是在
后方，受阅只是新的开始。新时代
新装备，新起点新征程。看，马达
声隆隆，他们从阅兵场走来，正向
练兵场驶去！

三上阅兵场 驻焦铁骑展风采

“四城联创”集中攻坚第四次
推进会召开以来，各级各部门全力
集中攻坚，市容市貌有所改善，人
居环境明显提升。但创建过程中仍
然有不少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
部分城中村、城郊村、城乡接合部
存在旱厕、明渠排污。二是沿街沿
路大杂院环境卫生脏乱。三是大部
分居民楼院普遍垃圾清运不及时，
垃圾容器脏污、不密闭和爆桶，乱
堆乱放现象很多，没有做到精化和
细化，保洁不到位。四是一些小
巷、居民区违规占道经营现象较
多，饭店晚上店外经营现象反弹。
五是小饭店小餐饮“三防”设施落
实不到位，“四害”密度较大。六
是城区部分路段“十乱”现象严
重。9 月中旬，市督导组将省爱卫
办模拟暗访发现的85个问题，对各
城区及市直有关单位进行了交办，
截至目前，问题得到有效整改。

根据《焦作市“四城联创”工
作督导考评办法》有关要求，市督
导组、市直有关单位对各城区、城
区有关单位及乡镇 （街道）“四城
联创”工作进行检查，市督导组对
市直有关单位“四城联创”工作进
行检查，各城区对辖区乡镇 （街
道）“四城联创”工作进行自查。
市“四城联创”指挥部对督导检查
结果进行汇总。现将结果通报如
下：

一、城区及街道
（一）城区
1.中站区 得分：81.35
2.山阳区 得分：80.38
3.示范区 得分：80.19
4.解放区 得分：79.81
5.马村区 得分：7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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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对前两名的中站区、山阳区
予以通报表扬，颁发红旗。对最后
一名的马村区予以通报批评，颁发
蓝旗。

（二）28个街道
1.解放区民生街道
得分：86.96
2.解放区焦南街道
得分：86.32
3.山阳区东方红街道
得分：85.79
4.山阳区焦东街道
得分：85.66
5.解放区七百间街道

得分：84.53
6.山阳区定和街道
得分：83.02
7.中站区许衡街道
得分：82.62
8.中站区王封街道
得分：82.58
9.中站区李封街道
得分：82.36
10.示范区李万街道
得分：82.13
11.解放区新华街道
得分：80.75
12.中站区冯封街道
得分：80.19
13.中站区府城街道
得分：80.16
14.山阳区中星街道
得分：80.09
15.示范区文苑街道
得分：79.6
16.解放区民主街道
得分：79.53
17.山阳区新城街道
得分：79.36
18.马村区马村街道
得分：78.84
19.马村区待王街道
得分：78.44
20.中站区朱村街道
得分：78.21
21.解放区焦西街道
得分：78.19
22.解放区焦北街道
得分：77.71
23.山阳区艺新街道
得分：77.54
24.山阳区太行街道
得分：76.81
25.山阳区百间房街道
得分：76.58
26.山阳区光亚街道
得分：76.13
27.解放区王褚街道
得分：75.19
28.解放区上白作街道
得分：73.96
（三）非中心城区13个乡镇（街

道）
1.中站区龙翔街道
得分：88.83
2.示范区阳庙镇
得分：85.33
3.马村区冯营街道

得分：84.67
4.马村区演马街道
得分：84
5.示范区苏家作乡
得分：81.17
6.示范区宁郭镇
得分：80.5
7.马村区武王街道
得分：78.33
8.马村区九里山街道
得分：77.17
9、中站区龙洞街道
得分：77
10.解放区健康产业园区
得分：76.5
11.马村区安阳城街道
得分：75.83
12.示范区文昌街道
得分：74.67
13.中站区月山街道
得分：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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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对28个街道前两名的解放区
民生街道、解放区焦南街道，对非
中心城区乡镇 （街道） 第一名的中
站区龙翔街道予以通报表扬，颁发
红旗。对28个街道后两名的解放区
上白作街道、解放区王褚街道，对
非中心城区乡镇 （街道） 最后一名
的中站区月山街道予以通报批评，
颁发蓝旗。

二、市直有关单位
1.市住建局 （主次干道、人行

道整修）
2.市园林局 （园林绿化及公园

广场整治）
3.市卫健委（健康教育）
4.市城管局 （道路保洁及公厕

管理）
5.市金融局（银行网点）
6.市教育局 （中小学校文明创

建）
7.市卫健委（疾病控制）
8.市住建局（建筑工地围挡）
9.市交通运输局 （公交港湾、

站牌、公交车、出租车治理）
10.市教育局（未成年人心理辅

导站）
11.市公安局（交通秩序整治）
12.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沿街

外立面整治）
13.市卫健委（“四小”门店及

医疗机构整治）
14.市市场监管局（农贸市场整

治）
15.市工信局（便民服务大厅）
16.市市场监管局（废品收购站

整治）
17.市卫健委（医院）
18.市商务局（加油站整治及文

明餐桌）
19.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

（行政服务大厅）
20.市城管局（垃圾分类）
21.市城管局（广告招牌整治）
22.市市场监管局（“两小”门

店整治）
23.市文广旅局（街道社区文化站）
24.市城管局（门前“五包”）
25.市城管局（经营秩序及早夜

市摊点整治）
26.市住建局（黑臭水体治理）
27.市文广旅局（文化场所、景区）
28.市工信局（线路整治）
29.市文广旅局（网吧治理）
30.市农业农村局（乡镇、涉农

办、行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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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对前两名的市住建局 （主次
干道、人行道整修）、市园林局
（园林绿化及公园广场整治） 予以
通报表扬，颁发红旗。对最后一名
的市农业农村局 （乡镇、涉农办、
行政村） 予以通报批评，颁发蓝
旗。

三、城区有关单位（大队）
（一）城管局
1.山阳区城管局
2.示范区城管局
3.中站区城管局
4.马村区城管局
5.解放区城管局
（二）市场监管局
1.解放区市场监管局
2.示范区 （工商分局、食药分

局）
3.中站区市场监管局
4.山阳区市场监管局
5.马村区市场监管局
（三）住建局
1.中站区住建局
2.山阳区住建局
3.马村区住建局
4.解放区住建局
5.示范区住建局
（四）卫健委
1.中站区卫健委
2.马村区卫健委

3.示范区卫健委
4.解放区卫健委
5.山阳区卫健委
（五）文广旅局
1.中站区文广旅局
2.马村区文广旅局
3.示范区文体旅局
4.解放区文广旅局
5.山阳区文广旅局
（六）教育局
1.山阳区教育局
2.示范区教育局
3.中站区教育局
4.解放区教育局
5.马村区教育局
（七）环卫处（城管局）
1.马村区城管局
2.山阳区环卫处
3.解放区环卫处
4.中站区环卫处
5.示范区城管局
（八）交管巡防大队
1.定和交管巡防大队
2.中站交管巡防大队
3.马村交管巡防大队
4.高新交管巡防大队
5.解放交管巡防大队
6.山阳交管巡防大队
7.焦南交管巡防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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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对第一名的山阳区城管局、
解放区市场监管局、中站区住建
局、中站区卫健委、中站区文广
旅局、山阳区教育局、马村区城
管局 （环卫）、定和交管巡防大队
等8家单位予以通报表扬，颁发红
旗 。 对 最 后 一 名 的 解 放 区 城 管
局、马村区市场监管局、示范区
住建局、山阳区卫健委、山阳区
文广旅局、马村区教育局、示范
区城管局 （环卫）、焦南交管巡防
大队等8家单位予以通报批评，颁
发蓝旗。

希望受到通报表扬的单位发扬
精神，加压奋进，确保各项工作快
速推进；受到通报批评的单位要振
奋精神，找准差距，整改提升，高
标准完成各项工作。各级各部门要
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对照标准、强力攻坚、全面
整改、巩固成果，扎实做好创建工
作。

焦作市“四城联创”指挥部
2019年9月29日

焦作市“四城联创”指挥部
关于“四城联创”集中攻坚第六次督导结果通报

本报讯（记者焦娇）昨日下午，全省乡村振兴巾帼
行动现场推进会暨乡村旅游巧媳妇带头人培训会在修武
县委党校召开。省妇联主席郜秀菊，市委常委、修武县
委书记郭鹏，副市长武磊出席会议。

郜秀菊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
南重要讲话精神，把协助党委和政府打赢脱贫攻坚战、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服务大局、服务妇女的重要切入
点，扎实推进“巧媳妇工程”，在强化思想引领、决胜
脱贫攻坚、实施农村妇女素质提升计划、开展“家庭文
明建设”行动、高质量创建“美丽庭院”、持续深化妇
联改革、发挥妇联组织优势上下功夫，汇聚起推进乡村
振兴的“半边天力量”。

郭鹏详细介绍了焦作市和修武县的基本情况以及在
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中的主要做法。他说，近年来，省妇
联带领全省各级妇联以实际行动践行对党的忠诚，在助
力乡村振兴方面做了大量有特色、有成效、有影响的工
作。此次全省巾帼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乡村振兴大
计，交流乡村旅游发展经验，必将为全省乡村振兴注入更
大的活力和动力，为中原更加出彩贡献更多巾帼力量。

全省乡村振兴巾帼行动现场推进会
暨乡村旅游巧媳妇带头人培训会

在修武县委党校召开

（上接第一版）“苗家三兄弟简办母亲丧事这个事在
全村影响很大。”刘永平说。他告诉记者，大司马村是
个拥有7800多人的大村，全村80%以上的人从事生猪
屠宰运输，是武陟县出了名的富裕村。多年来，村民在
红白事上攀比严重，不仅浪费钱财，还影响村民感情。

“现在简单的大锅菜，对有钱人来讲是一种节俭，对没
钱人来说更是减轻了极大的负担。9月初，村民梁胜利
的儿子结婚，按规定不用司仪、不放烟花，席面按标准
办，一场婚礼省去2万多元。县里创建乡风文明示范村
等推进乡村治理的做法，真解了基层好多难题。”

创建乡风文明示范村是武陟县推行“党建+乡村治
理”的内容，旨在完善村规民约和红白理事会、道德评
议会、村民议事会、禁毒禁赌会“一约四会”组织，建
设综合性文化中心和慈善幸福院，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群众性文化活动、慈善文化融入乡村。目前，大封
镇32个村全部成立了红白理事会，颁布了新的村规民
约，移风易俗蔚然成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