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
陶岔，常能看到一位独臂老人，在渠
首 两 岸 用 一 只 手 握 着 火 钳 捡 拾 垃
圾。他就是淅川县九重镇陶岔村老
人李进群。

1958 年 9 月，丹江口水库开工；
1968 年，水库第一台 15 万千瓦机组
投产发电。水库建成后，引丹（丹江）
渠首建设（即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早
期 工 程）被 提 上 了 日 程 。 1969 年 、
1970 年间，南阳市累计动员 4 万余民
工开赴陶岔。

1970 年那年，李进群 26 岁，响应
政府号召加入到了修建渠首的队伍，
天天奋战在工地上。5 月的一天，他
正拉车运土，附近的卷扬机突然失
控，飞扬的钢丝打断了他的右臂。伤

养好后他又回到工地上。
渠首修好后，他用左臂夹着铁锨

和扫帚，每天像上班一样义务在渠首
护水，捡拾垃圾……每当看到有人往
水库里丢杂物时，他总会上前制止，
板着脸与人家理论：“这是‘首都的大

水缸’！弄脏了咋喝？”
寒来暑往，44 年过去了。无论天

气晴好，还是刮风下雨，他总是拉着
一辆装着碎石块的板车，上面放着一
把铁锹和一只用来捡垃圾的箩筐，路
坏了修路，桥坏了补桥。碰上游人随

手丢弃的瓶瓶罐罐，他“如获至宝”地
捡回，攒够一定数量后拉到废品收购
站卖掉，然后再用卖废品的钱买铁
锹、箩筐、碎石块，从未因为修路补桥
向镇里、村里要过钱。

不知道李进群用坏了多少铁锹、

多少箩筐，利用卖废品的钱买了多少
车碎石块，只看到渠首旁边的几条主
干道越来越平整，渠首的环境一天比
一天好。

2002 年初，李进群看到渠道老
坝旁的厕所无人管，粪尿四溢，他便
将自家的两只水桶改造成茅桶，从
此，每周掏一次厕所成为李进群的

“任务”，直到 2012 年 4 月厕所被拆
除。2012 年 5 月，渠首观景台新厕所
建成，李进群又义务承担起新厕所的
管理任务。

一渠水、一个人、一份守护，流
淌着太多的付出、汇聚着太多的期
待……今年汛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将正式通水，李进群默默地等待着那
一刻的到来。⑦5

“广场舞”风靡全国，由此引起的纠纷接连不断。去
年的一个周末，河北开滦一中的 32 名高中女生，身着白
色文化衫，衣服上印着：“亲爱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唱
歌小声点好吗？我们在上课。”今年，温州市一小区 600
个住户集资买下专业设备“高音炮”，与广场舞音乐进行

“远程音响对抗”。
从这些现象中，不难窥见一些人文化素质的低下、社

会公德意识的缺失，当然还有相关部门的执法缺位。
我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对

处置广场舞噪声均有相关规定，比如禁止在公共场所使用
高音喇叭、制造噪声，违者处200元至500元罚款等。法律
规定得非常具体，可是，我们却难以找到因制造噪声而被
罚款的案例，更鲜见因监管部门疏于监管而被问责的报
道。那么，受到噪音侵扰的公民怒而自卫也实属无奈了。

人的行为不仅受正式颁布的法律约束，也为道德伦
理规范所左右。在道德伦理失范的情况下，人们的不当
行为会把转型中的体制引到混乱或劣性化的方向。自由
是有边界的，在公共场所应当遵守社会公德。广场舞可
以跳，但不能以干扰他人的方式存在。热衷于广场舞的
市民却不善于换位思考，又没有公共空间的概念，所以就
完全不顾公共场所中其他人的感受而肆意为之。

治理广场舞乱象是个系统工程。要通过扩大宣
传，教育跳舞的人群换位思考，在享受高分贝舞蹈带来
的快感时，也要想想他人不堪噪音骚扰的难处；其次，
应该在时间、设备等细节上进行严格的限制，对于违反
法律、挑战其他居民生活底线的行为，应该严格执法；
最后，地方政府也应投入更多的资金，建设更多的场地
来改善公众文化生活环境。⑦2

学校门口的“酒吧”
夏季，噪音扰民让人难安眠。从

大清早街头叫卖的高音喇叭声，歌厅
酒吧内的嗨歌劲舞声，建筑工地施工
机械的轰鸣声，到一些缺少节制的广
场舞噪音，谁来尊重和维护市民的休
息权？

家住郑州市经六路附近的韩先
生，最近打算搬家，因为“家属院对面
开了个酒吧，到了深更半夜，还是歌
声刺耳，有时半夜两三点还能被吵
醒”。韩先生的女儿正读高二，平时
住校，周六周日回家。哪知才住了一
宿，她就受不了，闹着要回学校。

附近市民称，这家酒吧开了半年
多，隔音效果不好，还经常大开门窗，
把桌子搬到人行道上饮酒嬉闹。韩
先生说：“一天深夜，外面嗷嗷叫，没
法睡觉，我就打 110。110 来后，安静
了许多。110 一走，一切照旧。”

这家名为“痒”的酒吧，就开在一
所民办初中门口。附近几个家属院
是典型的学区房，很多学生家长为了
孩子上学到此租房，他们的孩子有的
正在备战中招，一位学生家长质问：

“国家有规定，不准在居民区和学校
附近开设娱乐场所，是谁给这个酒吧
颁发的‘准生证’？超大分贝的噪音
扰民，明显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派出所为啥不来管管？”

也许是因为高考、中招，最近这家
酒吧收敛了一些，但是韩先生还是决
定搬家，因为附近另一家名为“如果
爱·音乐工厂”的娱乐场所，声响又大
了起来，“也许中招过后，他们会闹腾
得更厉害。”

韩先生能躲，那些无处可躲的住
房户呢？再说，最终能躲得过无孔不
入的噪音吗？

派出所隔壁的烧烤市场
夜幕降临之后，夜市烧烤成了一

些城市年轻人消夏休闲的好去处。
记者暗访我省洛阳、驻马店、平顶山

等地发现，烧烤摊点红火的背后，存
在饮食安全、污染环境等问题，如何
对它们进行规范管理？

6 月 11 日，洛阳市民乔先生致电
本报：“我家住滨河北路和七一路口附
近,这里有个烧烤市场，每逢周末，车
流量比较大，烧烤烟雾和嘈杂声使得
附近的住户连窗户都不敢开。我打过
几次 110，但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不用打“110”，这个烧烤市场离
洛阳市公安局西工分局不远，隔壁就
有一个派出所。可是，派出所能管得
住烧烤引发的嘈杂和污染吗？

这几年，夜市烧烤扰民投诉呈
上升趋势。这是 2010 年洛阳城市监
察管理局对一位市民网上投诉的回
复：“烧烤扰民令人深恶痛绝，但因
涉及卫生、工商、城管、环保等多家
部门职能，非一家之力可以解决，我
局已上报市政府，希望尽快建立联
动机制，对烧烤问题进行根治。”

根治谈何容易？今年入夏以来，
夜市烧烤在我省一些地方甚嚣尘上，
有关投诉不断：“驻马店市团结路烧
烤一条街，地处城中村，烟熏火燎，附
近居民难安眠”；“平顶山市湛河区新
华路南段羊肉烧烤摊点，从傍晚到深
夜，烟雾弥漫，气味刺鼻，喝酒划拳声
不绝于耳，市民一年难得几夜清静”。

害人不浅的道路坑槽
在我省一些大中城市，因道路坑

槽、窨井盖不平整或缺失、路面失修而
引发的交通事故时有发生，轻则影响
车辆通行，形成交通拥堵，重则酿成人
员伤亡惨剧，受害者往往是告状无门，
索赔无望，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

6 月 1 日夜，一名中年男子驾驶白
色面包车，时速 60 公里，沿郑州市航
海路中段自西向东行驶。突然一声巨
响，前轮猛地跌入一个大坑，车辆瞬间
失控，径直撞向左边隔离带，又接连打

了几个滚，翻至左边车道。驾驶员人
事不省，后被“120”急救车拉到医院。

后经查勘，那个坑槽直径约 40 厘
米，深约 30 厘米。伤者仍在接受治
疗。按照相关规定，因撞毁十几孔隔
离带，他被交警部门判罚近两万元。
至于他的个人损失，知情人说，那必
定是“一场马拉松式的索赔”。

据了解，入夏以来，因为窨井盖不
平整，道路坑槽过深，路面施工后堆有
杂物等情况，驾驶员避让不及，郑州市
已经发生多起交通事故。其中，由电动
自行车、农用车引发的事故不乏其例。

到处“躲猫猫”的流动摊贩
在城市街头，“禁止摆摊设点”的

警示牌随处可见，可小摊贩占道经营
的事还是屡禁不绝，城管与小贩的故
事天天都在上演，从人性化执法到服
务型执法，城市管理如何在堵与疏之
间搞好平衡？

6 月 10 日，58 岁的杨老汉像往常
一样来到平顶山卫东区东安路中段，
他蹬着电动三轮车，车上金灿灿的玉
米棒堆得满满的。“五块钱三个，十块
钱六个!”老杨一边吆喝着，一边左右
观望。“城管来俺走，他走俺来。”老杨
并不怕城管，“再说了，他们不再像以
前那样凶巴巴的。”老杨原打算把玉
米卖给超市量贩的，但他以前吃过对
方压钱不结账的亏,“我们农民拖不
起，辛苦点能拿现钱，得给学生攒下
学期学费呢！”

多年来，城管与小贩之间的游击
战一直在城市上演。前几年，记者曾
在郑州街头亲历城管边砸小贩秤盘、
边嚷着“你让领导骂我，我就砸你的
饭碗”之类的粗话；而在提倡人性化
执法、服务性执法的今天，城管的态
度和善了许多，街头叫卖的流动摊
贩、随处停放的西瓜车却有增无减。
到了夏天，各种瓜果蔬菜都可以在流
动摊贩那里买到，一位郑州市民叹
道：“路堵得水泄不通，烂菜叶、塑料
袋丢了一地，哪像个大城市的样儿？”

人性化执法也好，服务型执法也
罢，摊贩要生存，城市讲文明，堵与疏
的这道难题仍待破解。

市民心头的烦，城市难言的痛。
小病不除，久则顽症难治。如何解决
好这些细节问题，检验着城市管理者
的智慧，也拷问着市民百姓的文明素
质。⑦9 （本文图片均为本报记者
王 铮 实习生 李躬亿 摄）

在一些地方，随着治理力度的加大，主次干道两旁露
天烧烤摊位已比较少见，它们或转战背街小巷，或依托沿
街饭店，生意依然红火。

交通安全隐患不容忽视。通常情况下，无论占道经
营者主观上是否想妨碍交通，但事实上已经构成了交通
事故的隐患。因为大街小巷是供人行走的，即使在路边
摆摊，也侵犯了行人合法的道路权利。

食品安全隐患令人担忧。由于水源、场地等条件的
限制，露天烧烤餐具很少清洗消毒，通常是“一盆水打天
下”，而且多为无证经营，食品原料及卫生达标与否无法
检验，厨师有无“带病坚持工作”都是一个谜。虽然一些
人食用之后未见不适，但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环境污染隐患非同小可。露天烧烤使用的燃料多为
木炭或焦炭，会产生大量的煤烟、煤渣、煤灰。在烧烤过
程中，油脂、肉渣、调味品也因燃烧而产生大量污染物，其
中油脂、煤灰易污染地面，难以清洗。进入夏季之后，附
近许多居民每天晚上出行都要接受烟熏火燎的“洗礼”，
夜市嘈杂，严重影响人们的正常休息。

治理占道露天烧烤，需要多管齐下，惩防并举，综合治
理。加强宣传教育，既注重对摊主的宣传教育，又注重对
民众的宣传教育，引导摊主合法经营、文明经营，同时提高
人们的健康意识，减少“客源”。增加巡查力度，严格执行
法规制度，杜绝“人情执法”、“随意执法”。治理占道露天
烧烤，要从一家一户、一条街道开始，对不合乎健康卫生要
求的烧烤摊，加强整顿规范。从眼前看，一些人的经济收
入可能受到影响，长期坚持下去，就会收到好的效果。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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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天烧烤
需综合治理

□申国华

广场舞背后的
道德和监管缺位

□王世奇市民心头的烦 城市难言的痛
□本报记者 王大庆 汤传稷

■聚焦城市精细化管理

编者的话 您注意到了吗?噪

声扰民、烧烤污染、乱摆摊点、道路
坑槽，这些城市管理中的小问题，
却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常常是治
不了，理还乱，给市民生活带来烦
恼，为城市形象蒙上阴影。本报今
起推出记者调查“聚焦城市精细化
管理”上、下篇，并配发相关言论，
以唤起大家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
关注，探讨诊治良方。

独臂老人 护水情深
□本报通讯员 王鸿昌 高 帆

路上的坑坑洼洼，可以绕行。面对城市管理中的问题，我们能绕过去吗？

在小区内载歌载舞的大妈们，你们考虑过其他人的
感受吗？

小商贩们把摊位摆到了人行道上，影响市民出行，
造成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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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告
根据《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书》金房征

决[2013]2 号，征收范围:金水区寺坡村、六里屯村周边部分

规划区域内涉及的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及其附属物、构筑

物。因金水区六里屯 9 号楼 1 单元 15 号（5 楼西户）、金水区

六里屯 9 号楼 2 单元 28 号（4 楼东户）在改造范围内，自征收

决定下发之日起，寺坡六里屯连片改造项目指挥部无法与

相关产权人取得联系，且在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

局查不到上述房产信息。请房屋产权人于通告之日起 10
日内到金水区寺坡六里屯连片改造项目指挥部商谈安置补

偿事宜。逾期，金水区寺坡六里屯连片改造项目指挥部，将

对上述房产及物品依照郑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有关规

定进行拆迁补偿处置。

商谈地址：卫生路与红旗路交叉口七天快捷酒店 812室

联系电话：0371—55000175
特此通告。

金水区寺坡六里屯连片改造项目指挥部

2014年 6月11日

豫产交公[2014 ]38号

受有关单位委托，河南先达光碟有限公司光碟生产线通过
河南省产权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公开挂牌转让，挂牌价为
人民币 665.5 万元。

一、本次处置资产为光盘生产线 13 条及辅助设备，包括单
头 CD/CDR 光盘生产线 4 条、双头 CD 光盘生产线 2 条，单头
DVD/DVDR 光盘生产线 6 条、双头 DVD 光盘生产线 1 条，印刷机
5 台、干燥机 5 台等。

二、本次产权转让行为已经河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批准。

三、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经评估该资产价值为 665.49 万
元，该评估结果已经河南省国资委备案。

四、意向受让方应当具备的条件：（一）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
和支付能力；（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用；（三）具有国家新闻出版
总署颁发的复制经营许可证（只读类光盘）；（四）国家法律、法规
规定的其他条件。

五、公告期自公告刊登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截止时间为
2014 年 7 月 18 日 18：00。若在公告期内征集到两个及以上符合
条件的意向受让方时，采用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

有意受让者请在公告期内到中心提出受让申请、提交相关
材料、并向中心缴纳保证金 10 万元整（以银行到账为准）。若受
让成功，保证金转为交易费用和交易价款，若受让未成功，则全
额无息退还。其他详情见中心网站：http://www.hnprec.com。

联 系 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0371-66285715 66285716

河南省产权交易中心 2014年6月20日

河南先达光碟有限公司光碟生产线转让二次公告 调纠纷调出网上逃犯
近日，获嘉县公安局民警在调解一起民事纠纷过程中，发

现一名上网逃犯并当场抓获。
日前，城关派出所接报：县南环新汇肉品加工厂门口有人

闹事。民警赶到现场后，经了解系经济纠纷引起。在对复姓
皇甫的当事人询问情况时，发现其有些惊恐不安，引起民警警
觉，于是一面进行调解，一面安排所内民警上网查询此人信
息。皇甫某系本县冯庄镇人，因涉嫌诈骗于 2014 年 5 月 14 日
被长垣警方列为网上逃犯。皇甫某当场束手就擒。经讯问，
皇甫某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皇甫某已移交长垣警方。 （浮海岩）

增 资 扩 股 挂 牌 二 次 公 告
中原产权告字[2014]10号

受委托，洛阳乐担商贸有限公司（下称“乐担商贸”）增资扩股通
过河南中原产权交易有限公司挂牌，公开征集意向投资方。乐担商
贸拟增资 166 万元，拟增资比例 24.925%。此次增资扩股行为已经内
部决议及批准单位通过。

意向投资方应当具备的资格条件及其他事项参见我公司于 2014
年 5月 22日在《河南日报》发布的《增资扩股挂牌公告》（中原产权告字[2014]8号），或登录我公司网站查看详情。公告期为 2014年 6月 20日
至 2014 年 7 月 17 日。有意投资者请于公告期内到我公司办理投资申
请手续并缴纳交易保证金人民币伍万圆整（以银行到账为准）。

咨询电话：0371-65665761 传 真：0371-65665727
地 址：郑州市经三路15号广汇国贸 网 址：http://www.zycqjy.com

河南中原产权交易有限公司 2014年6月20日

注销公告
河南昊坤置业有限公司

（注 册 号 ：410692100000575），
经股东会决议现拟向公司登
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
成员为：阎永文、闫永全、刘志
刚，阎永文为清算组组长，请
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请债权债
务。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河南七建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郭毅刚二级建造师注
册 证 书 遗 失 ，编 号 ：豫
241060800911， 证 书 号 ：
00243411，声明作废。

分 类 信 息

河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总队

按照河南省交通运输厅高速公路管理局《关于商丘至登封高速公
路郑州境航空港区段跨越京港澳高速公路施工保通方案的批复》（豫交
高管[2014]62号），河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将于 2014年 6月 23日至
12 月 23 日，在京港澳高速公路郑州新郑段进行上跨施工，为保障施工
期间高速公路安全通行，施工区域将间断交通管制。通告如下：

一、2014 年 6 月 23 日至 12 月 23 日，京港澳高速公路郑州新郑段
（K699+708—K701+868）采取单幅双向通行，禁止超车、限速 60km/h。

二、途经车辆请按照交通诱导标志行驶，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
高速公安微信平台、沿线电子显示屏等途径获取道路通行信息。

特此通告。
2014年6月18日

关于京港澳高速公路郑州新郑段施工期间实行交通管制的通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