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函照登

民生诉求请听听
取暖咋又变成取暖咋又变成
按面积收费按面积收费

我是开封市金康苑小区 13号楼 1
单元 202室的居民，今年63岁了，是一
位退休工人。长期以来，我们小区的
冬季取暖费用，都是按面积收费的。
前几年，热力公司将我们小区完好的供
暖设备给拆除了，说是要进行供热计量
改造，让每户居民拿几千元钱安装供热
计量表，并且说以后按照计量收取暖
费，比较科学合理，多用多交，少用少
交，不用不交。按照供热计量表收取暖
费，大家都认为是比较合理的。

由于退休后收入较少，每个月只
有 2200多元的退休金，所以我只有在
非常寒冷的时候才用暖气取暖，每年
只需要交 800元钱左右的取暖费。可
是前不久，热力公司的工作人员说，今
年又要改为按面积收取暖费了，让我

交 2000 多元钱取暖费。我有些难以
承受且想不明白：按计量收费执行得
好好的，咋又变成了按面积收费？如
果仍需按面积收费，当时何必花恁多
钱进行供热计量改造呢？3

（齐熙刚）

无证经营无证经营
饭店饭店、、超市待监管超市待监管

“没有任何证件，不具备食品安全
卫生条件，就敢经营饭店、超市，造成
食品安全事故谁负责？”郑州市经开区
二十一大街与经南十二路交叉口附
近，存在四五家小饭店、小超市无证经
营，给食品安全带来一定隐患。

由于这附近有建筑工地，建筑工人
比较多，于是就有人私搭乱建违章建筑
在这里从事餐饮、超市经营。前不久，尽
管有关部门对这些违章建筑进行了拆
除，可是现如今，这些用于餐饮、超市经

营临时搭建的违章建筑又如雨后春笋般
地冒了出来。在此就餐的建筑工地上的
许多农民工，丝毫不顾尘土飞扬，苍蝇飞
舞，常在这些小饭店、小超市吃饭和购
物，食品安全和质量安全难以保障。

附近的市民曾经将情况反映到经
开区的有关部门，尽管有关部门的工作
人员也说这些属于私搭乱建的违章建筑
应该拆除，然而就是无人去拆除。3

（郑晓伟）

该不该享有该不该享有
村集体成员资格村集体成员资格

我是郑州市航空港区冯堂办事处
高家村二组村民。结婚后户口未迁
出，婚内育有一女，户口和我一起在高
家村。现我村在进行农村集体经济成
员资格确认，公告中没有我和女儿的
名字。经与村组干部沟通无果，并没
承认我和女儿的集体成员资格。

《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农村划分
责任田、口粮田等以及批准宅基地，妇
女与男子享有平等权利，不得侵害妇女
的合法权益。妇女结婚、离婚后，其责
任田、口粮田、宅基地等，应当受到保
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也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
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
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
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
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
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在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土
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使用以及宅基
地使用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
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妇女未婚、
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

与我情况类似的其他村集体成员
中，出嫁女、子女都享有村集体成员的
资格，我和女儿到底该不该享有村集
体成员资格？3 （高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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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风生

连线基层

系好生命的安全带

让落叶有个好归宿

叶归何处？很多地方的通常做法
是，将散落在城市道路的落叶一扫而
光，让城市街道干净起来。

在张艺谋执导的影片《英雄》中有
一段特写画面：金黄的胡杨叶铺满地
面，张曼玉和章子怡身穿火红长袍，在
落叶间翻飞对打，这段情节让好多观
众觉得“简直美哭了”。

回到现实，面对城市街头的片片
落叶，上海等地已经有选择地设置落
叶景观道，使其成为一道迷人景观，供
市民和游客观赏，为城市增添几分浪
漫色彩、诗情画意，使都市人在喧闹中
留存一份回归自然的情趣。

落叶其实有着很多出路。比如在
淄博，落叶已经实现了无公害处理，用
于发电；青岛也在尝试落叶发电；苏
州、成都等地用落叶堆造景观；北京大
力倡导落叶制肥；太原则是先把落叶、
树枝粉碎，然后杀菌、除臭、搅拌、冲
洗，经过发酵就生成了高效栽培土。

这些，都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好方法。
落叶并非无情物。若放在城市管

理和生态循环的高度来认识，它是事关
绿色城市、低碳城市的大事。希望各地
借鉴先进经验，创新管理形式，实现落
叶的无害化、资源化开发，让城市的落
叶有一个好归宿，使我们的城市充满绿
色、低碳、自然的气息。3 (盛会)

落叶铺陈时令变迁

“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
扫”“听雨寒更尽，开门落叶深”……落
叶自古以来就是诗人眼中的一道风
景，更是他们笔下的斑斓画卷。在西
风渐紧的初冬，金黄的银杏叶、火红的
枫叶、斑驳的法桐叶等，构成了这个时
节的姹紫嫣红、万千气象，引得人们在
铺满落叶的地方捕捉岁月的恩赐，定
格自然的美丽。

正是如此，让落叶成景成为越来
越多的城市不约而同的选择，让广大
市民在落叶飘飞时拍下“碧云天、黄叶
地”的美景，留下“一岁一枯荣”的时光

神韵，打捞起属于这个城市的乡愁记
忆。这不仅体现了市民参与城市管理
的积极性，更凸显了城市管理的匠心
智慧。

城市是一个有精神、有温度、有情
怀的栖居之地。早在16年前上海就推
出落叶景观道保洁试点，徐汇区因此
成了秋冬时节上海最美的一个地方；
从前年起，杭州的苏堤、白堤、南山路
等 15条道路白天不再清扫落叶，这为
众多名胜古迹增色不少；而今年起，国
内许多地市的落叶大道也成为网红景
点……

不可否认，落叶也会给城市管理增
添一些麻烦。但只要城市管理能够围绕
问题导向，尊重自然规律，采取有效措施
应对，落叶所带来的麻烦也会迎刃而解，
从而留住落叶之美。3 （樊树林）

留住秋痕延长秋意

为了延长秋景最佳观赏期，北京
圆明园今年将部分区域划为自然生态
区，采取缓扫落叶、不清打芦苇、保留

秋荷等措施，挽留秋天的脚步，将最本
真、最质朴的秋景呈现在游客眼前。

秋天的显著符号是什么？一地落
叶、一塘残荷、一阵秋风、一场秋雨……
风雨无常，无法挽留。多年前，上海、杭
州、南京等城市就尝试用“落叶不扫”来
延长“秋意”，赢得赞声一片。与此相
反，在个别城市卫生“以克论净”的管
理模式下，竟有城市管理者要求“不见
一片落叶”，这种“一刀切”的管理视落
叶为污迹，一地秋韵被扫进环卫工人
的垃圾袋里。

城市之美不仅体现在现代之美，
而且体现在自然之美。秋风吹落一地
色彩斑斓的落叶，给城市增添了浓浓
的诗情画意，点缀着城市的人居环
境。留住“秋痕”的关键是转变管理思
维和方式，首先要让“落红不是无情
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成为共识，而非把
落叶当作城市文明、街头卫生的“大
敌”。其次城市管理者应给出明确的导
向，制定完善的考核措施，既能让落叶装
点美景，又要避免“片叶不留”地走极端，
让环卫工人无可奈何。3 （焦风光）

如何留住城市秋痕如何留住城市秋痕
社会视点

□靳国良

11 月 1 日起，新修订的《汽车客

运站安全生产规范》开始实施。《规范》

要求，汽车客运站经营者应当对进出

汽车客运站的人员和行李物品进行严

格检查，确保“三不进站”和“六不出

站”。其中，“旅客未系安全带不出站”

是此次修订后的新增要求。

让旅客出站时系好安全带并不

难，难的是让旅客一路都能系好安全

带。笔者发现，客车出站时，乘客都系

上了安全带，可等车辆出站了，有些乘

客往往因为觉得不舒服、不方便偷偷

把安全带解开了。这时，如果乘务员

不检查、不强调，睁只眼闭只眼，安全

带就失去了应有的作用。尤其是对于

半路上车的乘客，司机或乘务员更是

很少要求其必须系好安全带。安全带

是保障乘客在交通事故中不受伤害或

减轻伤害的一种有效设置。车辆时速

在 60公里以上时发生事故，如果乘客

不系安全带，就会在车厢里“飞”起

来。可以说，安全带就是“救命带”。

窃 以 为 ，要 想 让 乘 客 系 好 安 全

带，交通管理部门在严格要求乘客

不系好安全带不能出站的同时，也

要加强对行驶途中客运车辆乘客系

安全带情况的督导检查。乘务员应

对已出站客车的乘客随时查看，发

现 有 不 系 安 全 带 的 乘 客 要 及 时 提

醒，并监督其系好安全带。从农村

发车的长途客车和农村短途客运班

车司乘人员也要切实负起责任，坚持

做到乘客不系好安全带不发车。对

那些损坏的安全带要及时进行修理

和替换，确保安全带安全有效。应利

用车载录放器材等宣传方式广泛宣传

系好安全带的作用，促进乘客提高自

我防范意识。

唯此，才能真正系好生命的安全

带，平安出行，安全回家。3

最近，笔者发现一些人在乘公交
车时，将一些诸如果皮、油条、豆浆之
类的东西随手扔在公交站牌附近。

有的是爷奶（外公、外婆）带孙子
（外孙）上学，为了不耽搁时间让孩子
边等边吃，一旦公交车到来，孩子未
吃完的油条、豆浆等就随手扔在站牌
附近。有的是喜欢抽烟的乘客，等车
时会点上一支烟边抽边等，消磨时
光，待公交车来到，顺手将烟头扔在
站牌附近。有的是有吃零食嗜好的
乘客，常手提着装有瓜子、饼干等零

食的袋子，在等车时掏出边吃边等，
公交车来时，就连袋子带零食扔在站
牌附近。

鉴于此，笔者建议：结合卫生文
明城市创建，对那些附近缺少微型垃
圾回收设备的公交站牌配备垃圾回
收箱，方便乘客就近将一些不能带上
车的垃圾投放入内。加大文明乘车
宣传力度，努力营造文明就在脚下的
浓厚氛围。督促环卫工人对公交车
站牌附近进行及时打扫。3

（赵兰奇）

在许多居民小区，不少楼道内都
长期停放着一些无人使用、破损严重
的自行车。这些废旧自行车锈迹斑
斑，缺胳膊少腿，不仅影响小区环境
卫生，也影响到许多住户的车辆停
放，给居民生活和小区物管工作带来
不便。

大家都知道，废旧自行车作为居
民个人财产，如果在车主不知情的情
况下擅自处理，就涉嫌财产侵占。因
此，清理僵尸自行车看起来事儿不
大，但却是一道民生考题，成为一个
亟待解决的问题。

笔者以为，首先要加强宣传，在
各楼门、社区橱窗宣传栏等醒目地

方张贴通知，提醒大家不要随意停
放废弃车辆，主动自行清理，以免影
响他人。其次要强化执法，社区、消
防、派出所、城管、物业等单位要加
强常态化联合执法，不给僵尸自行
车立足之地。此外，畅通“出口”也
非常关键。比如，在小区设立废旧
自行车集中回收点，开展废旧物品
兑换活动，让大家把不用的自行车
集中送到回收点，兑换米面油等生
活用品，或者由物业代为处理变现、
冲抵物业费等。

这样，不仅解决了僵尸自行车的
困扰问题，也营造了自觉爱护环境的
良好氛围。3 （刘予涵）

将新郎用胶带绑在树上，往其脸
上涂牙膏，身上浇啤酒、倒酱油、砸鸡
蛋……在乡下参加亲戚婚礼时，笔者
常看到这样“过分热闹”的情景。在
许多县城特别是乡村，类似这样的婚
闹并不鲜见，有的闹出了纠纷，甚至
闹出了悲剧，最后打起了官司。

结婚是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大
喜事，婚礼追求热闹喜庆本无可厚
非，可一旦失去分寸，变了味、走了
样，就演变成了恶俗、陋习，不仅会
造成人身安全风险，损害当事人的
利益，而且还会败坏婚礼文化，伤害
文明风气。

对这种恶俗婚闹，相关部门应
加以整治，进行引导。宣传部门可
通过媒体宣传、出台意见、发文倡议
等，让群众认识到恶俗婚闹的危害，
自觉抵制婚闹陋俗；妇联可利用遍
布一线的“娘家人”，做好广大农民
群众的思想工作，对治理恶俗婚闹
起推动作用；民政部门在新人婚姻
登记时，可向新人宣传讲解文明礼
仪，促使他们在婚礼的举办上心中
有数；执法部门应对情节严重、扰乱
秩序的婚闹依法处理，发挥管控效
力，让乡村婚礼的举办既热闹又文
明。3 （黄海涛）

公交站旁不妨
设个垃圾回收箱

小区僵尸自行车
当定期清理

对恶俗婚闹须说“不”

马玉 摄

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新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郑国土资交易告字[2019] 90号

经新郑市人民政府批准，郑州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新郑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二

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

指标要求：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可以

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

牌出让采用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

人。

四、申请人需办理数字证书认证

手续(详见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网站“通知公告”-《关于启用新郑市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新系

统的公告》)，并于 2019年 11月 21日

9时至 2019年 12月 17日 16时，登录

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的“国

土资源网上交易大厅”系统，浏览并

下载挂牌出让文件。交纳竞买保证

金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17 日 16

时。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

上挂牌时间为：

郑政新郑出（2019）28 号（网）:

2019年 12月 6日 9时至 2019年 12月

19日 10时。

郑政新郑出（2019）29 号（网）:

2019年 12月 6日 9时至 2019年 12月

19日 11时。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竞得人须在取得《网上竞得证

明》之后的 2个工作日内，携带挂牌文

件规定的其他审核资料到新郑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进行审核，通过后签订

《成交确认书》。

2.网上挂牌时间截止时,有两个

以上竞买人参与竞买且有不低于起始

价报价的，系统自动转入 5分钟限时

竞价,通过限时竞价确定竞得人。

3.竞买人需详细阅读挂牌出让文

件。

4.出让公告规定的出让事项如有

变更，将在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网等网站发布补充公告，届时以补充

公告为准。

5.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挂牌出让

文件。

七、联系方式

1.新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地址：新郑市中兴路与中华

路交叉口华夏国际16F

联系电话：0371-62681072

联系人：孟先生

2.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地址：新郑市中兴路与文化

路交叉口

联系电话：0371-69957712

工作时间：9：00—12：00

13：00—17：00

联系人：杨女士

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新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9年 11月 15日

宗地编号

郑政新郑出
（2019）28

号（网）

郑政新郑出
（2019）29

号（网）

土地
位置

龙湖镇规划郑新
路东侧、规划卓

商路南侧

龙湖镇郑新快速
通道西侧、泰山

路南侧

界 址

东至:政府储备土地
西至:规划郑新路

南至:政府储备土地
北至:规划卓商路

东至:郑新快速通道辅道
西至:绿地

南至:泰山支路
北至:泰山路

土地面积
（平方米）

7754.99

29184.72

土地
用途

商务用地，地下
为配建停车、配
套及附属设施

（交通服务场站
用地）

商务用地，地下
为商业设施，配
套停车（交通服
务场站用地）

土地现状

地面平整、通
路、通电、通讯、
通供水、通排水

地面平整、通道
路、通电、通给
水、通排水、通

讯

规划设计要点

容积率

小于等于
5.0

小于等于
4.0

建筑密度

小于等于
35%

小于等于
45%

绿地率

大于等于
25%

大于等于
25%

出让年
限（年）

地上及
地下均
为40年

地上及
地下均
为40年

起始价
（万元）

4770

17949

竞买保证
金（万元）

4770

179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