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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现场

监督前哨

议论风生议论风生

议论风生来函照登

□王天立

前不久，《河南日报》“舆论关注”版刊发读者翟文龙的文

章《郑州街头买份报纸咋这么难》，读后发人深思。该文引发

社会各界广泛关注，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据悉，从 2014年 4月郑州市实施“退路进店”政策之后，遍

布于街头的四百多座报刊亭被陆续强制拆除。至此，郑州成为

全国唯一一个没有报刊亭的省会城市。市民对报刊亭的依恋

和不舍，一直持续到现在。

谈报刊亭消失之痛、问城市的文化气息在哪里、论升级报

刊文化亭、让报刊亭承载城市文脉……这些都成了街谈巷议

的话题。

报刊亭消失不是郑州独创。近年来，国内也有不少城市

包括一些小县城在改扩建过程中，以“影响市容”等理由，强行

清除报刊亭或改由便利店、超市代售报刊，取代“有碍观瞻”的

报刊亭。这股城改之风虽经反复，却使得报刊亭越来越少，经

营者越来越艰难，影响了市民阅读的多样性和及时性，影响了

整个城市的文化厚度。央视著名节目主持人白岩松今年全国

两会期间在接受媒体专访时透露：从 2008 年到 2013 年，全国

报刊亭被拆掉了 1 万多个，相当于北京、上海、广州三座城市

所有报刊亭的一倍半，让人痛心疾首。

小报亭，大作用。报刊亭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信息传播的

重要渠道，也是城市文明的一个重要符号，是现代文明城市创

建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对于一座城市而言，报刊亭既是文化标识，也是文明接

口，甚至成为城市记忆的组成部分。它也是面向广大市民传

播党的方针政策和提供精神食粮的基地，它不仅充实了城市

文化，满足了大众的阅读需要，解决了部分人的再就业问题，

还可以扮演义务指路、街道监控等角色。作为体现城市亲和

力与人文精神的重要标志，作为城市公共建设与便民服务的

一部分，报刊亭显然不是可有可无。如果因为“创建、扩建”的

需要，就要拆掉报刊亭，弄得市民不方便买报刊，这显然是一

种不和谐的现象，也是城市文化的缺失。

事实证明，市民的阅读习惯是长期形成的，在当街的报刊

亭买一份杂志，买一份报纸已是不少人的生活习惯。网络再

发达，也总有人愿意捧着纸版阅读，即便在网络普及的欧美，

公园、广场、公交车、地铁车厢里，也照样随处可见阅读报刊的

人，商场门口和地铁出口，也照样摆放着免费阅读的报刊箱，

更何况许多报刊的内容是严肃的，其深度内容赏心悦目，书墨

清香，沁人心脾，是移动电子阅读所不能提供的，才为人们所

青睐。

阅读是学习的基本方式和基本方法，一个学习大国，必然

是一个崇尚阅读的大国，必然是一个阅读蔚然成风的国家，必

然是一个在家庭中、公园里、公交车里、地铁上、茶馆内、飞机

上、轮船上处处可见阅读的国家。对很多人来说，阅读就是生

活，阅读的过程就是一个把知识转化为工作生活技能的过程。

今年全国两会上，63 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建议：立法促

读，使全民阅读上升为国家战略，勿让“精神空巢”成为常态。

当前，我们正致力于推进全民阅读立法，制定国家阅读中

长期规划。让阅读的力量不断积聚和持续迸发，报刊亭的作用

在城市将越来越重要。

如果真的觉得报刊亭设置无序，不妨按照一定的密度标

准，统一规划设置样式规范、造型美观的报刊亭，公开招租，规

范经营，千万不能把报刊亭赶出城区或让其混入便利店和超

市之中而远离市民生活。

城市之美，美在细节。小小报刊亭，传递的是书香，是文

化。希望城市经营者拿出报刊亭恢复的规划和改造提升方案

并尽快加以落实，实现城市文化大发展，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

均等化和普及化。5

报刊亭不该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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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韩春光

“不到20岁，我就进城打工，辛苦打拼
到现在，手头总算有了积蓄，一直想在县城
买一套房子。房屋转让合同都签过了，契
税也缴过了，不动产统一发票也都开过了，
可到要办理房产证时，房管局工作人员突
然告诉我，法院对我买的房屋进行了查
封。听到这话，我的头嗡地一下，差点晕
倒！”

9月20日，记者到郏县采访，该县渣元
乡仝楼村36岁的进城打工农民王金超，情
绪激动地对记者说。

善意购房 房钱两空

据王金超介绍，在该县干土石方工程
的李某，2013 年 9月曾向他借款 10多万
元，至今除偿还利息外，本金一直未归还。
2015年 12月初，他来到李某的家——位
于郏县县城广厦庄园小区的一套商品房向
李某要钱，李某说无钱可还，但是承诺王金
超，只要他再拿出 19万元，李某就将这套
房子过户给他。商定之后，王金超于当月
就住进了这套房。随后不久，王金超即向
该小区物业缴纳了 2016年全年的物业管
理费。

“2016年1月9日，我将19万元钱交给
李某，李某给我打了购房款收条。2016年1
月18日，我与李某夫妇到县房管局签订了
《房 屋 转 让 合 同》，合 同 备 案 号 为
4104511601180001。1月 19日我向县地
税局缴纳了购房契税。1月20日我向地税
局缴纳了房产测绘费，并于当日完成该房的
丈量测绘。到1月 21日上午，就在房管局
准备为我办理房产证时，工作人员突然接到
一个电话。随后，工作人员告诉我，接到法
院对该房屋查封的通知，房产证停止办理。
我立即赶到郏县人民法院执行局，找到查封
该房屋的执行法官询问。这位执行法官说，
对于我的购房情况需要调查一下，然后就是

漫长的等待。4月28日，郏县人民法院两位
法官到广厦庄园小区我买的房子里对情况
进行了解，并做了询问笔录。”

王金超接着说，没想到的是，在没有给
出任何解释和回复的情况下，法院于 7月
底8月初又分别对该房屋进行了两次网上
拍卖。8月 30日，在家中无人且法官不在
现场的情况下，法院雇用民工对该房屋撬
门别锁，将家具等物品从房屋中搬出。等
他到了现场，才有民工给法官打电话，大约
20分钟后，法官才赶到现场。但是，法官
并不听他的解释，随后就把该房屋的房门
贴上了封条。

无处居住 重返乡下

王金超说：“这处房子被查封后，自己
在县城无处居住不说，更主要的是，苦了自
己的两个正在县城上初中和小学的孩子。
我和妻子共有 3个孩子，大孩子上初中二

年级，二孩子上小学四年级，三孩子上小学
二年级。三个孩子中，有两个在县城上中
学和小学，一个在老家上小学。原来我想
让三个孩子都到县城来上学的，这下倒好，
啥都别想了。”

“尽管两个在县城上学的孩子平时住
校，周一到周五不回家，可是一到双休日，
两个孩子都要回到家里来。因为我购买的
房子被法院查封，县城里的家没有了。现
在一到双休日，我就不得不从老家跑10多
公里来到县城，把两个上学的孩子接到农
村老家。一来一回得跑 30来公里。因为
在县城没有房子住了，所以我自己白天每
天都要跑10多公里到县城打工，到了晚上
还得再跑 10多公里回到乡下的老家。真
是折腾人呀！”

职能部门 谁该担责

9月 21日上午，记者分别到郏县房管

局、郏县人民法院了解情况。
郏县房管局相关负责人说，依据《房屋

转让合同》，2016年 1月 10日前，乙方（王
金超）已经一次性将购房款全额支付给了
甲方（李某），即在 1月 9日将房款给李某
的。在为王金超办理房屋转让合同、进行
房屋过户的程序上，房管局完全按照法定
程序，依法依规进行办理，没有任何过错。
接到法院裁定后，房管局立即停止了对该
房屋房产证的过户办理。这里需要说明的
是，法院下达裁定的日期是1月 8日，给房
管局送达裁定的日期是1月20日，裁定的
下达和送达日期，中间相差了12天。这不
仅给房管局的工作带来了被动，而且也给
购房人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如果法院裁
定下达后能够立即送达房管局，购房人或
许不必再支付19万元的购房款。

郏县人民法院执行局负责该案的执行
法官说，申请执行李某的案件在郏县人民
法院有两起，其中一起是聂某申请执行李
某的。这起案件，2016年 1月 5日法院立
案，1月 8日法院下达执行裁定，1月 20日
法院将裁定送达房管局，4月19日，对该房
屋的房产评估报告出来，8月 11日法院对
该房屋进行网上拍卖成交。8月15日拍得
人将全款交到法院，8月 22日签订拍卖成
交确认书。接着，王金超对此曾经提出异
议，8月25日立案，8月29日被驳回。

对于法院的解释，王金超哭笑不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
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十条明确规定，执行人
员应当对拍卖财产的权属状况、占有使用情
况等进行必要的调查，制作拍卖财产现状的
调查笔录或者收集其他有关资料。我不知道
郏县人民法院的执行人员在下达执行裁定之
前，对这套房屋的权属状况、占有使用情况是
如何进行调查的？我与李某协商购房在前，
聂某申请执行李某在后，我在2015年12月初
已经住进该房屋。法院为何不调查清楚？我
是善意购房，现在房钱两空，这难道都是我的
错？有关部门就没有一点责任？”5

郏县一打工农民遭遇烦心事

买套二手房 竟然入骗局

我叫孙俊霞，女，34岁，家住灵宝市
五亩乡台头村1组。我家有 6口人，上
有体弱多病的高龄祖母和年逾花甲的
母亲，下有嗷嗷待哺的两个幼童需要照
料，丈夫高位截瘫生活不能自理。因家
庭成员的重病残疾需要治疗，欠下不少
债务，生活入不敷出，两个孩子因此面
临失学境地。我一人照料 5个人的生
活，不堪重负。

今年以来，我多次向村组织申请将
我贫苦状况上报并恳请帮扶，然而村干部

却说本村没有扶贫工作。我又向乡政府
反映此事，答复说我家有低保不算贫困。

依照《河南省扶贫对象精准识别及
管理办法》和群众总结流传的贫困户识
别办法:一看钱、二看粮、三看有没有读
书郎、四看有没有病人卧在床，我家完
全符合贫困户认定标准。我渴望通过
政府的帮扶自强不息改善我家的境
况。我曾多次向各级部门反映过此事，
他们均未做回应。无奈之下恳求媒体
帮我呼吁。5 灵宝市农民 孙俊霞

近日，笔者从濮阳县到郑州办事，
在经过濮阳市高新区新习镇路口时，看
到蓝色交通标识牌上仍是“新习乡”字
样。其实，2014年5月新习就被省政府
批准撤乡建镇了，时间过去两年多，交
通标识牌依然没有更换。

随着我省城镇化建设的提速和撤
乡建镇步伐的加快，这种撤乡建镇后依
然惯用老地名的现象还不是个例。稍
微注意一下就不难发现，一些路段的交
通标识牌、广告牌甚至有关文件、会议

讲话或电视节目中，还经常沿袭以前的
地名名称。这些现象的存在，让本地人
感觉不妥，让外地人感到迷茫。

交通标识牌、广告招牌等地名标牌
是一个地方的脸，外地人的眼。笔者呼
吁有关部门，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及时
跟进管理，对一些过时的交通标识牌等
地名标牌及时予以更改或撤换，以免误
导前来观光旅游和投资经商的外地朋
友，给他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5

濮阳县 梁星毯

我家算不算贫困户

一些交通标识牌应及时“换脸”

禹州市禹郭路西起禹州市城区轩辕路，东止禹州市郭连镇大郭庄村，全线长13公里，是
禹州通往许昌市、长葛市的主要交通道路之一。

2006年以来，禹州市禹郭路部分路段出现路面横断、竖断、十字交叉断裂、开缝。2008
年底，禹郭路大部分路段出现路面裂纹。2011年春，禹郭路全线出现不同程度断裂。10年
间，禹州市公路养护部门对路面进行了维护，并限制大型货车通行，终因路面质量差，这条路
上经常发生交通事故和人员自伤事故，安全隐患极大。10年来，当地村民经常向有关部门
反映，但一直得不到解决，期盼媒体予以关注，督促有关部门早日修复禹郭路，使过往行人和
车辆能安全出行。5 本报通讯员 姚铁 摄影报道

禹州市禹郭路难行

这就是王金超得而复失的房子。

受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河南能源”）委托，河南中原产权交易
有限公司拟对其所持漯河银鸽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企业”或“银鸽实
业”）100％的国有股权进行公开转让。

转让标的：河南能源所持银鸽实业
100%的国有股权。

转让底价：308383.75万元人民币。

一、标的企业基本情况

银鸽实业成立于2002年 9月 25日，注
册地址为漯河市召陵区中山路336号，注册
资本贰拾壹亿伍仟捌佰捌拾万圆整。经营
范围：实业投资（不含创业投资）及投资咨
询（不含证券、期货、担保等涉及专项行政
审批项目）；从事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
和技术除外）；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管
理服务（以上项目凭资质证核定等级经
营）；计算机软件开发和技术咨询；生物技
术的研究及技术转让；再生资源回收及销
售（不含金属制品）；建筑材料的销售。（以
上项目涉及专项行政审批的，未获批准前
不得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标的企业股权构成情况

河南能源持有标的企业100%股权。

三、转让行为的内部决策及批准情况

此次产权转让行为已由相关内部决议
通过，并经河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批准（豫国资产权[2016]11号）。

四、标的企业主要财务指标数据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截至2015年 12月 31日，标的企业资
产总额为 3228488306.19 元，负债总额为
977782866.60 元 ，所 有 者 权 益 为
2250705439.59元；2015年度，标的企业营
业收入为0元，净利润为-9440318.00元。

截至2016年 5月 31日，标的企业资产
总 额 为 2745010407.44 元 ，负 债 总 额 为
491161342.80 元 ，所 有 者 权 益 为
2253849064.64元；2016年 1-5月份，标的
企 业 营 业 收 入 为 0 元 ，净 利 润 为
3143625.05元。

五、受让方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

1.意向受让方或其实际控制人须为在

中国境内注册设立的合法有效存续三年以
上的企业法人，最近两年连续盈利且无重
大违法违规行为；

2.意向受让方应具有明晰的经营发展
战略；意向受让方或其实际控制人具备能
够促进上市公司持续发展和改善上市公司
法人治理结构的能力，具备改善标的企业
及其子公司资产结构的资金实力；须提交
标的企业和上市公司未来战略和发展目标
的说明；

3.意向受让方不存在下列情况：
（1）存在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且处于持续状态；
（2）最近3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

有重大违法行为；
（3）最近3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意向受让方应与河南能源及其成员

企业无任何关联关系；
5.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条件。

六、交易条件

1.意向受让方在受让该股权后应按照
标的企业职工代表大会通过的《职工安置
方案》妥善安置职工；

2.意向受让方确定为受让方后3个工作
日内应与转让方签订产权交易合同，产权交
易合同生效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
全部股权转让价款；

3.意向受让方成功交易后，标的企业及其
现有下属子公司的注册地五年内不得变更；

4.意向受让方报名时应向河南能源提
交受让股权后标的企业后续运营方案，并
经河南能源认可；

5.标的企业在评估基准日至股权交割
日之间的经营性损益由标的企业股权受让
方承担或享有；

6.意向受让方须承诺获得标的企业股权后
三年内，不向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转让标的企

业控制权，并不向第三方转让标的企业所持有
的河南银鸽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7.意向受让方须承诺在标的企业股权交割
之日起三个月内，偿还河南能源及其关联方对
标的企业（含下属单位）提供的借款，以及解除
河南能源及其关联方对标的企业（含下属单位）
提供担保项下的借款的连带担保责任；

8.意向受让方须承诺在确定为受让方后对
标的企业（含下属单位）现有的金融机构负债和
河南能源及其关联方对标的企业（含下属单位）
提供的担保、借款承担无限连带清偿责任，在上
述所有借款清偿完毕之前对上述借款提供无
限连带责任担保，保证期限至所有借款及关联
方借款、担保项下借款清偿完毕;

9.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国有资产管理
相关规定，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的需要报批
事项，按相关规定执行。

七、其他需披露的事项

河南能源拟在本次股权转让受让方确
定后、股权交割前，以 2016年 5月 31日为
基准日对银鸽实业相关资产和负债进行剥
离（详见本次股权转让备查文件）。

本次股权转让所提供、披露的银鸽实业的
相关财务数据均为剥离后的数据。

八、公告期限及转让方式

公告期限自公告刊登之日起20个工作
日，截止日期为2016年10月27日17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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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采取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

有意受让者请于公告期内向河南中原
产权交易有限公司提出受让申请，提交报名
前10个工作日内出具的不低于交易底价的
资金证明及其他相关资料，并缴纳5亿元受
让保证金（以银行到账为准）。逾期未提出
受让申请、未提交相关材料或未按时足额缴
纳保证金的，视为放弃意向受让。如竞买成
功保证金抵作转让标的的转让价款，如资格
审查未被通过或竞买未成功，无息全额返还
保证金；如因意向受让方恶意竞价造成交易
失败的，或因意向受让方原因未能签订股权
转让协议，或未能按时支付全部转让价款
的，则其原缴纳的保证金不予退还。

咨询电话：0371-65665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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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9月27日

国有股权转让公告
中原产权告字(2016)26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