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政协委员李旸：
建议管线迁移“政府买单”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书贞 实习生 张高沿 文 记者 张琮 摄影

本报讯“加装一台电梯
动辄五六十万。建议把在管
线迁移、电力扩容等公共服
务方面的费用免了或者优
惠，切实减轻业主负担。”两
会期间，省政协委员、洛阳市
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副站长
李旸建议。

加装电梯由于程序复
杂，涉及部门多，造成审批流

程长，耗时多，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加梯工作的进度。

他建议：改革审批制
度。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项
目作为工程建设审批制度改
革，在原有的七大类项目或
八大类项目基础上增加既有
住宅加装电梯类项目，制定
相应的审批流程图，从工程
建设前期到竣工验收、使用
登记和投入使用，覆盖审批
全过程。

将加梯纳入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管理系统“一网通
办”。将加装电梯实施程序
纳入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
系统，按审批流程可划分为
工程建设施工许可和竣工验
收投入使用两个阶段，相关
审批事项归入相应阶段，明
确牵头部门，实行“一网通
办”和“最多跑一次”的措施
及申报材料互认共享，规范
和简化审批事项。

引入全程代办机制。李
旸建议引入咨询辅导和全程
代办机制，由专业工作人员
从审批要件、办理流程、申请
材料、表单填写、材料预审等
向申请者提供专业化、精准
化的咨询辅导服务和全程代
办服务，实施一次性告知、容
缺办理等制度。

取消图审收费。李旸建
议加装电梯施工图的审查，
参照工程建设项目“联合图
审”的方式，实行政府购买服
务。施工图审查机构不再向
加装电梯申请者收取审查费
用，由所在省辖市、县（区）政
府财政承担。

管线迁移等公共服务
“政府买单”。由确定的牵头
部门召集供水、供热、燃气、
供电和通信等公共服务企
业，为加装电梯提供管线迁
移、电力扩容等配套服务，所
需费用优惠或减免收取。

李旸

省人大代表郭喜洲：
建议全面推行
环保治理一厂一策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吴春波

本报讯 近年来，为避
免“一刀切”现象，我省环保
治理推行“一厂一策”清单
化管理，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但在部分执行中还存在未充
分考虑行业内企业间工艺差
距、企业环保投入、环保治理
水平及排放绩效等差异化的
现象。

郭喜洲表示，环保治理
水平、单位产值排污量指标
都处在国内外行业领先地位
的企业与其他企业差异性不
明显，在“秋冬季错峰生产”
和“重污染天气预警”时仍

被迫停产。
“在环境监管中，如果不

能有效体现奖优罚劣和区别
对待，就会出现‘违法成本
低、守法成本高’的现象。”郭
喜洲举例说，若在重污染天
气应急减排期间，在环保投
入巨资的先进绿色企业和落
后的散乱污企业一样“一律
先停再说”，将严重影响先进
企业的效益和治污积极性。

郭喜洲建议，我省应制
定更加科学的“一厂一策”限
排限产措施，科学精准管控，
严防和避免“一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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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楼加梯有啥好的建议、如何提高审美教育、贾湖遗址能否申遗、环保治理可否一厂
一策……两会期间，让我们一起聆听省政协委员、省人大代表的建议与声音。

老楼加梯、审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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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听TA说 【谈老楼加梯】

省政协委员张玲：
建议对低层住户给予合理补偿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书贞 实习生 张高沿 文 记者 张琮 摄影

本报讯 两会期间，省政
协委员、安阳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张玲建议，充分利用小
区现有资源，对低层住户给
予合理补偿。

长期调研中，张玲发现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最主要的
是面临“两难”，即居民意见
统一难和资金筹措难。为此
她提议从这两方面入手破解

“加梯难”。
充分考虑各方利益和需

求，支持合理诉求。张玲表
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要坚
持“业主自愿、市场运作、政
府支持、安全规范、程序优
化”的原则。既要发挥政府
的舆论引导、政策支持和积
极服务职能，又要充分发挥
住宅业主作为物权所有人的
主体作用，充分尊重业主意
愿，依法通过民主协商形成
合理可行且兼顾各方利益的
改造方案。

对低层住户给予合理补
偿。“对低层住户的补偿方式
有很多。”张玲告诉记者。一
是可以在楼顶为低层住户加
盖储物间；二是小区闲置空
间或者其他公共资源（如车
位、充电桩、门面房等）的使
用上给予低层住户一定优
惠；三是在电梯间规划时，扩
大住户使用面积，在增量上

向一楼二楼住户倾斜；四是
也可以讨论货币化补偿，或
者是变相的货币化补偿，比
如对于需要一起进行水、电、
气改造的费用，3层及以下的
住户可以少出，或者不出。

此外，张玲建议，可以通
过以下渠道筹集资金：（1）业
主自筹自建模式；业主根据
所在楼层、面积等因素分摊
资金，分摊比例由出资的全
体业主协商确定；（2）出资加
装电梯的业主可按规定提取
住房公积金（根据各地政府
文件规定确定），提取额度不
超过既有建筑加装电梯费用
扣除政府补贴后的个人分摊
金额；（3）出资加装电梯中缴
存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业主
可按规定提取住宅专项维修
资金；（4）政府的财政补助资
金；（5）社会投资等：产权单
位或集体出资加装模式、专
业公司“代建租用”模式。

省政协委员李德哲：
在审美教育上加强“立德树人”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书贞 实习生 张高沿

本报讯“审美教育的提
升，与家庭、学校、社会息息
相关。在倡导审美教育的过
程中，文学艺术工作者的责
任显得尤为重大，既要担当
起弘扬审美精神的重任，还
要以先行者的姿态让审美教
育融入传统、融入时代、融入
全社会，让厚重的河南精神
再树丰碑。”1月13日，省政
协委员李德哲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

李德哲表示，一方面我
们提出了文化自信，在国民
教育的指导下，虽然国家一

再倡导审美教育的重要性，
但相对于知识学习、科学素
养的培养，审美教育还处于
边沿化。针对一些具体领域
我们也出台了一些政策，比
如关于戏曲、非物质文化遗
产等等，但大多都表现在形
式上，使审美教育一直处于
零散杂乱的状态，从而缺少
一种渐入佳境的审美情趣。
现代社会不仅是物质的，也
是精神层面上的，由此，有必
要建设一个系统的规划，把
审美教育的高度上升到审美
精神的层面。

省人大代表胡亚萍：
尽快启动贾湖遗址“申遗”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孙煊哲

本报讯“贾湖遗址是
‘人类从蒙昧迈向文明的第
一缕曙光’”，省人大代表、河
南信鼎律师事务所主任胡亚
萍认为，贾湖遗址是我国新
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遗存中
发掘面积最大、文化面貌最
为丰富的聚落遗址，适时提
出贾湖遗址“申遗”显得十分
迫切。

“贾湖遗址是我国新石
器时代裴李岗文化遗存中发
掘面积最大、文化面貌最为

丰富的聚落遗址。遗址价值
集中体现在丰富的文化内涵
和复杂的地层关系、同期先
进的生产生活技术、独特的
宗教与艺术几方面。”胡亚萍
进一步介绍，出土文物及标
本共计 5000 余件，主要分
陶、石、骨、角、牙等几大类。
其中新石器时代七声音阶骨
笛、成组随葬内装石子的龟
甲及其契刻符号、具有原始
形态的栽培粳稻等出土文物
具有重要的价值。

张玲

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
广告

1.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2.中原路与大学路交汇处向北50米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

招商公告
为充分发挥高速公路广告资源价值，河

南高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对所属新阳高速
（二次）、连霍高速（二次）、大广商周高速等广
告设施进行招商，欢迎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
良好商业信誉及健全的财务
制度的企业参与，详细招商
信息请见《中国招标投标公
共服务平台》、《河南省电子
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河南高速文化传媒公众号》
（下方二维码）。
咨询联系方式：
代理机构：河南高速公路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代理机构地址：郑州市淮河东路19号
联系人：臧先生 咨询电话：0371-67127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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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接受平顶山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委托，定于 2020 年 2
月 5 日上午10时整在 我公司拍
卖厅 ，依法定程序对下列资产进
行公开拍卖。
1.卫东区矿工路与新华路交叉口西
南角天意花园A栋楼2层（建筑面积
约1450.66㎡），保证金：200万元。
2.卫东区新华路与矿工路交叉口西
南角天意花园B栋商住楼底商（建筑
面积约3049.67㎡）保证金：300万元。
3.体育路北段东副食品商场第二层（建
筑面积约1369.01㎡），保证金：200万元。

4.平顶山市新城区经二路南段路东
森林半岛39#楼101铺（产权面积
约130.46㎡），保证金:50 万元。
5.翠林蓝湾A区2号楼自西向东
1-2层数第6间（建筑面积约406.9㎡），保证金：50万元。

标的的详细资料请到我公司
获取。有意竞买者，请携带有效身
份证明及保证金，到我公司办理拍
卖会报名手续，参加竞买。竞买不
成功或拍卖会因故延期或取消，保

证金全额按规定时间无息退还。
报名截止时间:2020年2月4日下午
16时止（以保证金到达指定账户为
准，逾期到达的，不接受报名）
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
标的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联系电话：0375-2912939

15738170001
公司地址：平顶山市中兴路工行大厦20楼
公司网址：www.baocaiauction.com
工商监督电话：0375-2832661

河南省宝财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1月15日

拍 卖 公 告注销公告
郑州朗博林克科技有限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10100MA44XNW63U）
股东决定，即日起解散公司本
公司已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
请各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
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
的，自本公司此公告发布之日
起45日内，到本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