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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城管对占压绿地停车说不

绿化带违法停车 罚款 1000 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鸿飞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高震宇 文图

到体育文化中心
找不到车位请看指示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鸿飞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高震宇
本报讯 为了方便市
民出行，日前，汝州市城市
管理局在健康路东西两侧
新设了两处停车场分布
图，
引导停车。
汝州市体育文化中心
周边共有 6 座停车场，能
提供 729 个停车位，但该
市城管局执法人员在工作
中发现，或许是一些车主
不了解停车场的具体位
置，把车停在两侧，导致该

地区出现“道路被堵塞，停
车场空落落”的情况。为
此，汝州市城市管理局专
门设立了两处停车场的分
布图，图上详细标注了体
育文化中心周边停车场位
置和具体车位数，方便车
主朋友快捷地找到车位。
汝州市城市管理局也
将加大体育文化中心周边
的静态交通秩序管理，让
道路更加畅通。

执法人员将车拖移至安全区域

本报讯 “你好，你在绿化
带内违法停车，造成 6.6 平方米
的绿地被碾轧。根据《河南省
城市绿化实施办法》第二十二
条规定，现对你的违法行为进
行处罚，请确认签字。”5 月 8
日，汝州市城市管理局执法人
员向一名车主开具了“行政处
罚事先告知书”，对其侵占绿地
停车行为罚款 1000 元。这是
汝州市对违反《河南省城市绿
化实施办法》作出的首起立案
处罚决定。

5 月 8 日上午，有市民通过
0375-6708188 热线电话向市
城市管理局举报，称有车主在
广成路月季园北侧绿化带里乱
停车。接到举报后，执法人员
到达现场后，看到一辆白色轿
车正停在草坪中央，车主不知
去向。由于受到车轮的反复碾
轧，草坪上有两道深深的车辙
印。
联系车主未果后，执法人
员拍照取证，并安排拖车将该
车拖移至安全区域。该车刚被

移出绿地，车主段先生回到了
现场。执法人员立即向其告知
违法行为，并向其解释法律法
规。在执法人员的批评教育
下，车主段先生认识到了自己
的错误行为，表示愿意配合执
法人员接受调查处理。
汝州市城市管理局呼吁广
大车主朋友，请自觉遵守法律
法规，切勿占用城市绿地停车，
发现有侵占绿地停车行为时，
请拨打 12319 热线电话举报。

二手房交易 来不了可申请上门服务
汝州市房产管理中心为老、弱、病、残、孕等群体开通绿色通道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鸿飞 汝州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于俊鸽 通讯员 朱高宗
本报讯 5 月 15 日，汝州市
民马海生（化名）给记者打来电
话，夸赞汝州市房产管理中心
贴心服务，开通绿色通道为他
办理房产过户手续，解决了大
难题。
按照房产交易规定，二手
房交易办理过户手续时，买卖
双方当事人必须在场。但马海
生买房时，卖主薛女士因年事
已高且瘫痪在床，无法到交易
大厅与他面对面办理手续。
马海生说，这可把他急坏

了。汝州市房产管理中心工作
人员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按照
规定开通绿色通道，安排中心
房屋交易工作人员与马海生一
起来到薛女士家，为买卖双方
办理了房屋交易过户手续。
汝州市房产管理中心存量
房交易所科长王红斌说，为方
便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
办理二手房交易手续，房产管
理中心特别开通了绿色通道服
务，因行动不便或因其他事务
无法来市民之家办理手续者，

在房屋交易窗口预约后即可获
得免费上门服务。王红斌说，
绿色通道自去年 10 月 8 日开
通后，
已登门办理 8 起以上。
绿色通道服务预约流程:
一、到市民之家 4 楼房管
中心存量房 F18 窗口预约。
二、窗口人员受理。
三、协调上门服务时间。
四、指定工作人员上门服
务。

借来登高车 从高空为大树喷洒药物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鸿飞 通讯员 张会芳
本报讯 春末夏初，植物
生长进入茂盛期，植物病虫害
也进入了高发期，汝州市煤山、
丹阳两座公园实时启动绿化管
养工作，对全园绿化苗木进行
修剪、锄草、喷洒药物、施肥等，
保证苗木的生长，减少病虫害

发生，减少水分及营养消耗，促
进苗木生长，夯实全面绿化管
养工作的基础。
5 月 14 日，记者走进煤山
公园、丹阳公园，人行廊道两
旁、绿地，工人们有的在除草，
有的搭起梯子，剪除枯枝、病

枝、虫蛀枝等。
由于入春以来，气温低，雨
水少，导致各种植物病虫害加
剧。为有效消除病虫害，保证
公园里的树木、花草健康生长，
煤山、丹阳公园还借来登高车，
从高空为大树喷洒药物。

汝州创建国家森林城市
乡土树种成主角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鸿飞 通讯员 张冰莹

本报讯 “汝州市造
汝州市街道、绿化隔
林绿化主要是乡土树种， 离带、街心公园和小游园，
多为传统的柳、榆、槐、椿
处处绿树成荫、花团锦簇，
树和侧柏，还有汝州的市 “森林进城、森林围城”已
树楸树。”5 月 15 日，汝州
成为汝州市级城乡建设独
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办公
特的风景。
室主任张米然在接受大河
“青幢紫盖立童童，细
报·大河客户端记者采访
雨浮烟作彩笼。不得画师
时说，这些乡土树种，适应
来 貌 取 ，定 知 难 见 一 生
性强，易种、易活、易管、抗
中。”4 月间，汝州城盛开
旱，
更能体现汝州的特色。 的莫过于吸引万千路人眼
乡土树种，是指本地
球的汝州市市树——楸树
区天然分布的树种，或者
了。楸树高耸的枝叶间，
已引种多年且在本地一直
楸树花层层叠叠，错落有
表现良好的外来树种，具
致，花形若钟，白色花冠上
有较高的生态价值和良好
红斑点缀，如雪似火，随风
的景观效益，是绿化、美化
摇曳，成为汝州城市一道
景观不可缺少的树种。
靓丽的风景。

钟楼街道办扎实做好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鸿飞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刘亮果
本报讯 5 月 11 日，
钟楼街道办事处召开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专题推
进会，对该项工作再安排、
再部署，动员街道上下进
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
以饱满的精神、扎实的作
风，全力做好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
会上传达学习了汝州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魏学
君在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
神，并布置了下一阶段重

点工作。汝州市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指挥部第三督导
组组长刘晓锋讲解了机
关、社区 2019 年的工作任
务、细节要点。
会议指出，要牢固树
立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永远
在路上的思想观念，咬定
青山不放松，对照测评体
系、标准，全面细致地开展
自查，切实抓好突出问题
和薄弱环节的整改，全力
以赴向全国文明城市目标
奋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