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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谢建晓 通讯员
古国凡）11月 2日晚上，平顶山市卫
东区五一路街道繁荣街社区“法治
大讲堂”开讲了。社区人民调解员、
五一路派出所民警郭晓辉打算给70
多位楼栋长和社区居民讲述民法通
则中关于相邻关系纠纷化解内容。

“生活中，每家每户都会有邻
居。远亲不如近邻，邻里出现纠
纷怎么处理？”郭晓辉不紧不慢，
紧扣群众生活话题娓娓道来。

课堂上，郭晓辉专门“请”到
两户居民，他们是社区 33 号楼里
面六楼和七楼的两户群众。六楼
居民安装在顶层 7 楼的太阳能热
水器漏水，把 7 楼邻居家灌了水。
邻里矛盾爆发，相互争吵不休。
郭晓辉把这件事摆到了“法治大
讲堂”上，讲法理说人情，再分析
相邻关系处理。10 分钟后，六楼
居民惭愧地走上前，跟 7 楼邻居赔
礼道歉，两家握手言和。

“讲堂”持续近 2 个小时，大量
的邻里纠纷处理剖析，让社区群
众深受教育。

郭晓辉是片区民警，又是人
民调解员，社区大人小孩对他都
很熟悉。他带领法律志愿者义务
为居民讲法，居民之间遇到矛盾
纠纷，他总是耐心进行调解。因
为他执法公道，不偏不向，凡是他
出面说事儿，大家都心服口服。

今年初，繁荣街社区建起了
“法治大讲堂”。社区组建起普法
宣讲团，每月给群众讲授一次法
治课。法治教育不仅以群众为对
象，还面向公务员和企业单位党
员干部。郭晓辉的课讲得好，这
已是他第三次受邀讲课了。

社区党支部书记朱淑珍说，
听了郭晓辉的“法治课”，更加深
刻地认识到运用法治方式处理问
题的重要性。

“法治大讲堂”开课以来，繁
荣街社区居民法治意识增多了，
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
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氛围逐
步浓厚。今年 1 月至 10 月，全社
区没发生一起刑事案件、治安案
件，无信访上访案件。③10

本报讯 （记者王 平）11 月 3
日，记者从 2014 中国·商丘国际华
商节组委会获悉，以承接产业转
移为主题的本届国际华商节，共
集中签约项目 100 个，投资总额达
406 亿元。

据悉，本届华商节吸引了来
自美国、澳大利亚等的华商代表
600 人与会，是历届规模最大、参
会人数最多的一次大会。在华商
节期间集中签约的 100 个项目中，
投资规模较大的项目有传化智能

公路港、夏邑县恒博瑞纺织、虞城
县利斯特纺织、梁园区安踏物流、
睢阳区丹尼斯生活广场等项目，
涉及纺织服装、机械制造、农副产
品加工、物流、制鞋、新能源、新材
料等领域。节会期间开业及奠基
亿元以上项目 26 个，规模较大的
项目有投资 11 亿元的睢县豪烽鞋
业项目，投资 6.5 亿元的梁园区五
得利面粉项目，投资 6.5 亿元的民
权 县 澳 柯 玛 专 用 汽 车 生 产 项 目
等。③9

一手扒着阳台，一手托举着幼
童的脚（右图），11 月 2 日，河南小伙
赵东启的这张照片在网络上迅速走
红，被网友亲切地称为“新托举哥”。

当天中午 12 时许，赵东启和同
乡赵东伟在江苏省无锡市北塘区盛
岸新村，合力救下了一名悬在阳台
边上的 3 岁男童，受到了当地群众
的一致称赞。11 月 3 日，无锡市北
塘区分别给他们发放了 1000 元的
见义勇为基金。

“俩河南小伙，真的很赞”
照片的作者是新华社签约摄影

师潘正光，他说：“两个河南小伙，真
的很赞。”

当天中午，潘正光路过盛岸新
村时，听到有人在喊救命，出于职业
敏感他停了下来。他朝着人们指的
方向看过去，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
跳：一个小孩两手扒在四楼阳台的
外沿，身体悬空，随时都要掉下来。
小孩不停地哭着喊救命。

两个小伙跑过来。一个小伙麻
利地跳到墙边的椅子上，然后翻到
墙上，顺着墙爬到了二楼阳台，再攀
登到三楼。“他当时一只手扒着墙，
一只手托着孩子，很多本地人吓得
乱叫。”潘正光说，他很为这名小伙
担心，手抖得厉害，几乎拿不稳相
机，“当时小伙脚站的外沿也就只有

几厘米宽”。
另外一名小伙跑上楼，敲开四

楼邻居家的门，然后顺着阳台爬过
来，从上面拉住小孩，小孩获救了，
整个过程有四五分钟。“他们当时救
完人，都打算离开，我问名字他们也
不说，后来民警询问他们救人的情
况，才知道他们的身份。”潘正光说。

潘正光和民警一块到小孩家，
才知道获救的小男孩今年 3 岁多，
当天和奶奶一起在家。奶奶去楼下
晒衣服的空当，小男孩翻出了阳
台。等奶奶抱着小男孩到楼下感谢
救命恩人时，两名小伙已经离开。

“救完人才觉得后怕”
11 月 3 日上午，记者电话联系

上赵东启和赵东伟时，两人刚接受
完无锡市北塘区的表彰，每人还领
到了 1000 元的见义勇为基金。当
地的多家报社、电视台对他们救人
事迹进行了采访。

赵东启说，他和赵东伟在事发
地附近一家小餐馆吃完饭准备开车
离开时，听到有小孩哭，看到一个小
孩两只手扒住阳台边，人悬在空中，
两人一边喊人一边就冲上去。

“当时啥都没想。”赵东启说，
“救完人，才感觉有点后怕。毕竟那
么高，脚站的地方又很窄。后来电
视台让我们回到现场采访，我回想
起来心里乱跳，也不知道当时咋会
爬得那么快。”

两个小伙都是新乡市封丘县尹
庄乡彭庄村人，眼下在河南省德力
起重设备有限公司江阴办事处上
班，平时负责经销和维修起重设
备。赵东启今年 28 岁，到江苏打工
已有 4 年多的时间，赵东伟今年 23
岁，刚到江苏不足一个月。

“今天家乡的人都来电话，夸我
们俩。”赵东启说，直到这时，他才感
觉做了一件为河南人争光的事，以后
有这样的事，他仍会挺身而出。③10
▶▶相关链接

2013年5月，河南小伙刘鹏在上
海，救下一位不慎从3楼坠下的86岁
老人，挺身托举老人长达半个多小
时，被网友亲切地称为“托举哥”。

2014年 6月，3位来自南阳的农
民工贾晓玉、刘新军、杨明，在天津托
举救下一名跌出四楼阳台的89岁老
太太，被誉为“托举三兄弟”。③10

繁荣街社区的法治讲堂

商丘华商节签约406亿元

新乡俩小伙无锡勇救 3龄童
多个“托举哥”异地救人，为河南赢得掌声

□本报记者 尚 杰

2014“双十一”全民购物节已
进入倒计时。除了各大网络卖家，
快递物流行业也期待抓住时机大
赚一笔。面对庞大的购买量，河南
快递企业做好准备了么？

快递业务翻倍增
11 月 2 日，在位于郑东新区亨

泽物流园院内的圆通速递仓库，记
者看到，一辆辆满载快件的物流车
繁忙地进进出出，工作人员正在抓
紧分发传送带上的快件。全国各地
的快件在这里分拨、中转，省内的快
件又统一集中在此，发往四面八方。

圆通速递公司河南区域总经
理杨连生表示，目前公司进出港快
递最高日业务量为 40 万件左右，预
计“双十一”期间业务量将较平日
增加两倍，公司正抓紧做人力储

备、增加快件操作区域等来迎战快
递业务高峰。

今年以来，我省快递行业持续
保持迅速发展势头，增速保持在
50%以上。郑州市邮政管理局的
数据显示，预计今年“双十一”期
间，郑州进出港快件业务量将超过
700 万件，最高日处理量可能会突
破 200 万件（去年是 110 万件）。

相较其他省市，我省的快递主
要以进港居多。据行业预测，我省
快递业务出港高峰期为 11 月 11 日
至 14 日，而进港高峰期将在 11 月
13 日以后来临。

企业加紧储人力扩场地
“我们从几个月前就启动了备

战‘双十一’的准备。”河南韵达快递
服务有限公司运营经理王坤称，为储
备足够的快递员、派件员、分拣员，公
司已提前招收了 300 名临时工，与
四所职业学校签下 150 人的员工合
同，并对他们进行了岗前培训。

除了人力，另一项需要提早准
备的就是运力。作为快递行业的

“龙头老大”，顺丰已经对重点城市
增开临时干线，在原有干支线基础
上增加 1 万余条线路，并且增加专

机线路 28 条，以保证自己空运的绝
对优势。

郑州申通公司总经理刘丽介
绍，申通更看重郑州作为节点城市
在全国快件中转中发挥的作用，今
年更是“铁、公、机”全上阵，以保证

“双十一”期间运力充足。
据了解，中通在漯河新建的分

拨中心已于近期投入使用，日均吞
吐量达 50 万件，将有效分流中通在
豫南 37%的货物量；圆通在郑州仓
库新增加了 400 米传送带，将使该
分拨中心快件中转量增加 100%，传
送带预计在 11 月 5 日前组装完毕。

确保快递网络安全和服务
省邮政管理局有关负责人指

出，目前快递行业存在末端揽投压
力加剧引起服务供给能力不足的
安全隐患，有可能导致快件延误、
丢失、损毁等问题的出现。

对此，在近日召开的 2014 年全
省快递业务座谈会上，顺丰、圆通、
申通、韵达等十几个省内快递企业
负责人现场签订旺季服务保障责
任书，保证快件不积压、不滚存、不
爆仓。

备战“双十一”，离不开数据的
支持和准备。河南天天快递公司
经理张志敏说，从 2012 年开始，每
到“双十一”之前，各大快递公司都
会收到来自菜鸟、天猫的数据，可
以提前根据商家的地址来调整快
递公司的短线路线，或者大致对产
品的重量有个预估。③9

业务翻倍增 快递咋应对
□本报记者 宋 敏

公证司法的基层实践

每年“霜降”节气过后，是采挖怀山药的
旺季。武陟县西陶镇张武村的赵作霖邀请
网络媒体和营销人士等 200 多人，在自家种
植的 100 多亩山药地里开展看山药、挖山
药、吃山药活动，让人们在体验怀药悠久的
历史文化和饮食文化的同时，推销家乡的怀
山药。⑤4 冯小敏 摄影报道

赵东启（左）赵东伟（右）。

▲村民用山药为食材做成各种菜肴款待来客。 ▶网友们体验挖山药。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怀山药触“网”热销

本报讯（通讯员张晓华）11 月
2 日，在兰考县焦裕禄纪念馆，“健
康中原行·大医献爱心”大型公益
活动成员在焦裕禄的陵墓前深深
敬礼。当天，“感动中国”人物胡佩
兰的儿子、著名心血管病专家胡大
一教授，率领由众多专家组成的大
医博爱志愿者服务总队走进兰考，
为当地群众义诊。

当天上午，焦裕禄干部学院的
学术报告厅座无虚席，聆听胡大一
教授与胡佩兰先进事迹报告团其
他成员所作的精彩讲述，感受大爱
仁医胡佩兰的医者仁心精神。接

下来，胡大一作了一场兼具趣味性
与指导性的健康讲座。

下午，专家团队又来到当地医
院进行义诊，指导当地医生开展了
先天性心脏病免费筛查、复杂性心
脏病诊治等系列活动。

“健康中原行·大医献爱心”
是由医药卫生报与胡大一成立的
大医博爱志愿者服务总队共同发
起的大型公益活动。在未来 3 年
时间内，他们将在全省深入开展
大型义诊、爱心捐赠、科普讲座等
活 动 ，兰 考 是 公 益 活 动 的 第 二
站。③12

“大医献爱心”走进兰考

11 月 2 日，洛阳国润管业有限公司流水线上的全自动挤出机正在
生产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管。该公司生产的管材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
10多个国家和地区。⑤4 潘炳郁 摄

诚邀河南省土地项目合作

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香港联交所上市，编

号 2007.HK）是一家业内信誉良好、资金实力雄

厚的综合性房地产企业集团。

本着“诚信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我司现

诚邀拥有近期具备开发条件（含已开发、待开

发）项目的企业、个人、政府土地出让机构进行

项目合作。

联系邮箱：

touziguanlizhongxin@countrygarden.com.cn
联系电话：0757-29916699

29916694
联系人：何小姐 区小姐

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

受委托，洛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对位于洛阳
市涧西区联盟路 1 号中原人家的 3 套房产（含地下
室）实施公开转让。

一、转让标的基本情况
标的 1：1-701（地下室 1-02）；
标的 2：4-301（地下室 4-01）；
标的 3：2-302（地下室 2-02）。
该房产建成于 2003 年，总高 7 层，均为双气房、

南北向、简装、空置,户型均为 3 室 2 厅 1 厨 2 卫，地下
室均为单间。

二、转让标的企业的产权构成情况
南京金陵饭店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3 套房产（含

地下室）全部产权。
三、产权转让行为的内部决策及批准情况
此次资产转让行为已经南京金陵饭店集团有

限公司 2013 年 4 月 26 日第一届第 92 次董事会决议
审议通过。

四、转让标的企业资产评估核准或者备案情况
截至 2014 年 3 月 26 日，经洛阳市方平房地产估

价有限责任公司评估，标的 1 的评估值为 77.1965 万
元，标的 2 的评估值为 76.4213 万元，标的 3 的评估
值为 71.9522 万元，评估结果已于 2014 年 6 月 30 日
经南京金陵饭店集团有限公司备案。

五、受让方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
（1）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用；
（3）受让方为自然人的，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
（4）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六、其他需披露的事项
1.3 套房产（含地下室）整体受让优先。
2.双方各自付税费。
3.成交后 5 个工作日内签订产权交易合同并一

次性支付成交价款。
七、挂牌价及交易方式
挂牌价：标的 1：77.1965 万元；标的 2：76.4213

万元；标的 3：71.9522 万元。公告期自公告刊登之
日起 20 个工作日，有意者请在公告期内提交相关材
料，并缴纳保证金 30 万元整（以银行到账为准，不
成交 5 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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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地址：洛阳市洛阳新区洛阳会展中心 A 区
4 楼

联系人：邱先生 肖女士
联系电话：0379-69921062
网址：www.lyggzyjy.com

洛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4年11月1日

国 有 资 产 转 让 公 告
洛公交易产权[2014]23号

郑州市蓝天机动车尾气检测有限公司机器设备及固定资产转让公告
[2014]12号

受郑州市蓝天机动车尾气检测有限公司委托，
郑州市产权交易市场对其持有的机器设备及固定
资产进行公示。

一、郑州市蓝天机动车尾气检测有限公司成立
于 2006 年 6 月 28 日，位于郑州市中原区中原西路与
西四环交叉口南 300 米，法定代表人：付立文，注册
资本：1000 万元，经营范围为机动车尾气检测、机动
车尾气检测设备销售与技术咨询、环境污染治理、
环保设备研发、销售与技术咨询。先拟转让其持有
的机器设备、车辆、固定资产。

二、本次转让行为经郑州市蓝天机动车尾气检
测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并经郑州市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郑国资[2014]262号）。

三、经评估，截至 2014 年 7 月 31 日，郑州市蓝天
机动车尾气检测有限公司拟处置车辆的评估价值
18.35 万元，包括五菱汽车一辆、一汽奔腾两辆；拟
处置机器设备的评估价值 135.00 万元，包括机动车
安全检测系统三套、简易工况排放检测系统六套及
配套设备；拟处置固定资产的评估价值 21.13 万元，
包括一批办公家具、电子设备及房屋建筑物。评估
结果已经郑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备案。

四、受让方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
1.意向受让方应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支付能

力；2.意向受让方应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3.意向受
让方为自然人的，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五、公告期自公告刊登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截
止时间为 2014 年 12 月 1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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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向受让者请在公告期内到产权市场提出受
让申请，提交相关材料并向产权市场缴纳保证金：1.
报车辆的缴纳 2 万元人民币（以银行到账为准）；2.
报机器设备的缴纳 30 万元人民币（以银行到账为
准）；3.报固定资产的缴纳 5 万元人民币（以银行到
账为准）。逾期未提出受让申请、未提交相关材料
和未缴纳保证金的，视为放弃意向受让和购买。若
受让不成功，则全额无息返还保证金。

郑州市蓝天机动车尾气检测有限公司联系人：
李永利

联系电话：0371-67821500 15038359555
标的物所在地：郑州市中原区中原西路与西四

环交叉口南 300 米
产权市场联系人：续志恒 钟雅男
联系电话：0371-67189195
单位地址：郑州市嵩山路 10 号中原商务 5 楼

509 室
邮 编：450000
网 址：http://www.zzgz.gov.cn/ccsc/
电子邮箱：zzcqjysc@163.com

郑州市产权交易市场
2014年11月4日

践行价值观践行价值观 文明我先行文明我先行

全民“双十一” 购物也疯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