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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孙煊哲

本报讯 4月10日，郑州市
房管局发布“郑房指数”。数据
显示，3月份郑州全市商品住宅
共销售 18834 套，环比上涨
32.11%，销售均价8181元/平方
米，比2月份每平方米微涨199
元。

数据显示，3月份，全市商品
房销售21588套（间），销售面积
212.71 万平方米，销售均价
8430元/平方米。

在商品住宅方面，3月份共
销售 18834 套，比 2 月份增加

4578套，上涨32.11%；销售面积
191.8万平方米，比2月份多卖
58.94 万 平 方 米 ，环 比 上 涨
44.36%；销售均价为8181元/平
方米，停止了2月份的下跌，每
平方米比2月份微涨199元。

二手房方面，3月份，全市二
手房共成交3910套（间），成交
面积36.32万平方米，成交均价
11609元/平方米；其中住宅二
手房共成交3810套，比2月份
多卖 246 套，成交均价 11636
元/平方米，每平方米环比上涨
657元，连续3个月上涨。

□记者 李岚 通讯员 赵正银

本报讯 依据《公司法》《公
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企业
连续六个月不经营的公司登记
机关可以吊销其营业执照。昨
天，记者从郑州市二七区工商管
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获悉，经该
局立案调查，目前已初步确定该
辖区有316户企业，因无正当理
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或者开业
后自行停业连续6个月以上未
开展经营活动，也未向工商质监
部门报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和《工商行政管
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的相
关规定，该局将对这316家企业
作出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

昨天下午，该局的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在前期对辖区企业的
登记住所和企业的纳税证明等
情况进行调查时，他们发现有
316户企业无正当理由在其登
记的经营场所未开业或开业后

自行停业均连续超过6个月，并
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报送年度
报告且未办理营业执照注销手
续。根据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
该局将吊销316家企业的营业
执照。

该局工作人员说，因316家
企业的当事人不在登记场所，无
法直接、邮寄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该局依据《工商行政管
理机关行政处罚案件听证规则》
的规定，已于3月28日进行了公
告送达，希望将被吊销营业执照
的企业看到公告后，如果有陈
述、申辩意见和听证要求，请在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向本
企业登记机关提出申请。逾期
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该
局将依法作出吊销营业执照的
行政处罚。同时提醒那些未依
法按时报送年度报告的企业，抓
紧时间报送，以免被列入“经营
异常名录”。

□记者 郭致远

本报讯“年轻小伙立身香
椿树枝头，晃晃悠悠看得人心里
发憷，真担心他掉下来。”4月10
日，郑州市民岳先生反映称，在
西三环与汝河路交叉口附近，生
态廊道里生长的两棵香椿树，有
一二十年树龄。春日暖阳袭来，
香椿吐绿发芽，吸引了附近民众
采摘食用。香椿叶虽然好吃，但
是看着那一幕幕险情，着实让人
捏把汗，希望绿化部门派员修剪
下树枝，给香椿树矮下“个头
儿”，使民众安全采摘。

当天下午2点多钟，一名年

轻小伙手持长木钩，攀爬在一棵
碗口粗细的香椿树枝头，一手使
劲抱着树干，一手舞动着木钩，
费力地将香椿嫩芽从枝头一点
点采摘下来。“小伙子，可得注意
安全啊。看着你在上面晃晃悠
悠，真让人有点担心。”岳先生
说，经其提醒，采摘香椿叶的小
伙子倒是很听话，只见他一只手
使劲抱着树干，小心翼翼采摘，
对于实在够不着的，干脆放弃。

“香椿枝丫不怕折采，希望
绿化部门给两棵香椿树修剪下
树枝，对其矮矮个头儿，方便明
年大家采摘。”附近多位居民建
议说。线索提供 岳永溆

□记者 王磊

本报讯 力争用 3—5年时
间，郑州市6个县（市）全部创建
成省级森林城市。4月10日，在
郑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上，
郑州市林业局局长崔正明作“关
于我市林业生态建设工作情况
的报告”。他说，到2020年，计
划建设万亩森林公园7个，5000
亩森林公园2个。

崔正明说，黄河湿地整治工
作成效明显。61家采砂场已全
部关停并拆除生产设备，累计清
运平整砂堆159万方，栽植树木
10.8 万株，播撒草籽 1 万余公
斤，恢复湿地2000余亩；214家
农家乐、渔家乐等餐饮娱乐经营

项目已全部清理拆除和规范整
顿，累计清理拆除房屋面积4万
平方米，调离拆解渔家乐渔船
253艘。

提起绿城郑州，很多市民
说，绿城现在有点名不副实了。

崔正明介绍，郑州绿量湿量
不足。特别是郑州市城区部分区
域森林覆盖率较低；湿地总量不
足，郑州市各类湿地占全省的比
重不足10%，尤其是大湿地少，
人工增湿空间没有充分发掘。

加快森林公园体系建设，备
受市民关注。据介绍，郑州进一
步改善林种树种结构，整体提升
森林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强化
基础设施，建设一批万亩森林公
园，让生态建设成果惠民共享。
到2020年，计划建设万亩森林

公园 7 个，5000 亩森林公园 2
个。同时，郑州还将开展黄河湿
地清理整治修复工作，加大湿地
公园建设力度，积极推进退耕还
湿、退渔还湿工作。到2020年，
计划建设万亩以上水面湿地7
个，8000亩湿地1个，县（市、区）
主动谋划建设湿地公园6个。

郑州森林公园建设进展如
何？记者从郑州市政府获悉，郑
州森林公园建设稳步推进，2017
年郑州市计划启动 10个森林
（湿地）公园建设，已按计划开工
建设或完成了前期准备工作。

省级森林城市创建，关系民
生。按照省绿委要求，力争用
3—5年时间，郑州市6个县（市）
全部创建成省级森林城市。

郑房指数：房价止跌
3月微涨199元
商品住宅销售面积191.8万平方米
比2月多卖58.94万平方米

据了解，S123路公交车归
属公交三公司管理，其每天6点
15分首班发车，每晚8点30分
末班发车。从啓福花园小区到
郑州绿城广场，沿路一共设置了
16个站点。这个班次公交，主要
特点是与地铁对接，便捷运送民
众转乘地铁出行。

针对此事，S123路公交车

责任人任先生说，调度室关闭一
周左右，主要原因的确是物业公
司上涨了房租，每月要价为
1600元。调度室暂时关闭，工
作人员没地方安身，临时找了工
人路附近的211路终点站。“目
前，我们正联系社区、办事处协
调解决此事。S123路没有跑的
4个站点，等调度室协商好了，再

恢复运行。”
“既然已经有临时调度室使

用了，为啥不把剩余4站路，全
部跑下来呢？给人的感觉是，明
显像小孩子怄气。”附近多位居
民表示，城市公交车担负着公益
属性，便民、利民是其最大特点，
希望涉事公交车管理部门，多站
在服务民众的角度考虑。

郑州6县（市）将建省级森林城市
到2020年，计划建设万亩森林公园7个，5000亩森林公园2个

◎郑州今后如何更绿？
崔正明说，郑州将开展沿黄生态防护林景观提升工作，到2020年，计划新增造林面积

15万亩，抚育和改造11.3万亩。进一步提升已建成生态廊道绿化水平，连通慢行系统，探索
建设林业绿道网络。到2020年，计划新建和提升生态廊道300公里，探索建设林业绿道150
公里。

房租上涨，公交调度室关门？
目前正与社区、办事处协商处理

□记者 郭致远 文图

核心提示 |“小区门口开通S123路公交车后，非常方便大家出行。”但4月8日，郑州啓福
中华小区的多位业主致电本报称，近半个月来，该路公交车调度室大门紧闭，其运行站点亦“缩
水”4个，给民众出行带来诸多不便。针对此事，公交公司回应称，关闭调度室是因为啓福中华
物业方面，提高了调度室房屋租金，目前正与社区、办事处协商处理。

事发 | 公交调度室大门关闭

啓福中华小区，位于郑州
市西三环与啓福大道西南角，
居民有数千人。因其处于城乡
接合部，一直以来，鲜有公交车
辆从此经过。“179路公交车和
S123路行经小区门口后，给大
家带来很多便利。”业主陈女士
介绍称，为了“召唤”S123路公
交车终点站设置在啓福中华小

区门口，物业公司还特意腾出
了一间门卫休息室作为公交公
司的调度室。据居民介绍，刚
开始的时候，这里没有收房租，
后来每月收 600元，公交公司
对此亦是接受；现在，听说调度
室每月租金要涨至1200元，公
交公司不乐意了，干脆关闭调
度室，同时把运行的线路缩水4

站，终点设置在长江路与工人
路交叉口附近。

8日，记者在啓福中华小区
看到，调度室房门关闭，墙壁上
张贴的宣传语、线路运行图等依
然醒目。距离该小区门口约40
米远，179路和 S123路公交站
点牌，依然伫立在路边。

说法 | 房租高正协商谈判解决

有关316户将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名单，请登录郑州
市工商局官网分局公告栏（http：//www.zzgs.gov.cn/art/
2018/3/26/art_6243_112923.html）查看。

二七区工商质监局
对连续六个月以上未开展经营的企业吊销执照

316家企业将被吊销

立身枝头采摘香椿
晃晃悠悠看得人发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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