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13日，郑州市中原区绿东
村街道郑州电缆社区副书记栗艳
花告诉河南商报记者，就老旧小区
改造，社区今年多个楼院被列入改
造计划，也已经开展过问卷调查，
广泛征求居民意见。

栗艳花介绍说，《郑州市老旧
小区综合改造工程实施方案》（简
称《改造方案》）下发后，在前期征
求居民意见的基础上，社区又开展
了入户走访和问卷调查。社区工
作人员翟寅介绍，根据前期问卷调
查表，老旧小区改造中，辖区居民
反映比较强的问题有“车难开、车
难停”“小区出入口狭窄”“小区公
共服务设施不够，活动空间少”等，
其他如增设消防设施、新建休闲广
场等也占了比较高的比例。

对于居民提到的一些细节，翟
寅印象很深，“比如一个楼院出入
口原来能通过两辆机动车，一些居
民在一侧停放车辆后，现在只能通
行一辆车，居民希望将出入口拓
宽，具体如何拓宽等，都要再讨论，
获得绝大多数居民认可。”

尽管许多辖区就老旧小区改造
征求居民意见，但河南商报记者探访
发现，目前对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不了
解、不熟悉的居民仍然不在少数。

以中原区郑州电缆社区为例，1
月13日的探访中，当询问是否参与过
老旧小区改造征集意见时，一些居民
就表示“对改造工作不清楚不了解”。

一名 70 多岁的居民告诉河南商
报记者，自己在社区生活40多年了，
去年下半年，她注意到部分楼院外墙
粉刷，重新铺设路面，小区环境更好
了，但很多邻居反映最多的屋顶漏水
问题，还没有得到好的解决。

此外河南商报记者还发现，一些
居民对老旧小区改造的参与意识很
淡漠，甚至表示“跟自己关系不大”。
其中，金水区大石桥街道市政社区多
名居民就表示，“怎么改都已经有方
案了，居民参与度有限，提意见也‘起
不了太大作用’。 ”

多名参与老旧小区改造的工作人
员分析说，“尽管已经做了不少工作，老
旧小区改造目前在沟通、宣传方面做得
还不够，还没有充分让居民‘动起来’。”

“居民方”
不少居民对改造“没参与”
提意见“起作用不大”

“改造方”
征集居民意见

要取得“绝大多数”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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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将于2020年2月6日
10时00分至2020年2月7日10时00分止（延时
除外）在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上（http://sf-item.taobao.com/sf_item/6110
59718277.htm?spm=a213w.7398554.paiList.32.4
f262f4eIsiqdT）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登记在被执行人韩建立名下位于河
南省滑县新区南一环路与滑兴路的房产（房屋所有
权证存根号：滑房权证新字第10018190号）,建筑
面积：4256.81平方米,拍卖物规划用途：车间，实际
用途：厂房。详情可登录上述网站查看或到本院咨
询。

法院咨询电话：0755-86608287，承办人：杨
睿，法院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玉泉路26号。

拍 卖 公 告

郑州佳业建筑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
04716744689C）经股东会决议，拟
向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由人民币伍佰零陆万元整减至人
民币壹佰万元整。请相关债权人
自登报起 45 日内，向我公司提出
清偿债务或相应的担保请求，特
此公告。

减资公告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将
于2020年 2月 16日 10时起至2020年 2月 17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郑州勤
丰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郑州市惠济区安泰路
西、福利院路北河南易谷艺术品储运仓库A6号仓
库 1117 号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见网
址：http:// sf.taobao.com/0371/13（部分页面上法
院简称为“开发区”）。现公告通知当事人按时参
加拍卖活动，拍卖标的相关权利人及时向法院主
张权利，逾期主张视为放弃权利。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年1月13日

拍 卖 公 告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将
于2020年 2月 16日 10时起至2020年 2月 17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郑州勤
丰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郑州市惠济区安泰路
西、福利院路北河南易谷艺术品储运仓库A6号仓
库 1118 号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见网
址：http:// sf.taobao.com/0371/13（部分页面上法
院简称为“开发区”）。现公告通知当事人按时参
加拍卖活动，拍卖标的相关权利人及时向法院主
张权利，逾期主张视为放弃权利。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年1月13日

拍 卖 公 告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将
于2020年 2月 16日 10时起至2020年 2月 17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郑州勤
丰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郑州市惠济区安泰路
西、福利院路北河南易谷艺术品储运仓库A6号仓
库 1119 号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见网
址：http:// sf.taobao.com/0371/13（部分页面上法
院简称为“开发区”）。现公告通知当事人按时参
加拍卖活动，拍卖标的相关权利人及时向法院主
张权利，逾期主张视为放弃权利。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年1月13日

拍 卖 公 告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将
于2020年 2月 16日 10时起至2020年 2月 17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郑州勤
丰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郑州市惠济区安泰路
西、福利院路北河南易谷艺术品储运仓库A6号仓
库 1120 号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见网
址：http:// sf.taobao.com/0371/13（部分页面上法
院简称为“开发区”）。 现公告通知当事人按时参
加拍卖活动，拍卖标的相关权利人及时向法院主
张权利，逾期主张视为放弃权利。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年1月13日

拍 卖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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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将
于2020年 2月 20日 10时起至2020年 2月 21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郑
州市金水区鑫苑路18号鑫苑名家阳光豪宅爱丽
舍32号楼东2单元005号（产权证号：0401028543）
的一套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见网址：
http://sf.taobao.com/0371/13，部分页面上法院简
称为“开发区”）。同时公告通知案件当事人、优
先权人按时参加拍卖活动，拍卖标的的相关权利人
及时向法院主张权利，逾期主张视为放弃权利。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年1月13日

拍 卖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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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接受委托，定于 2020 年 1月 22日上
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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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村金沟河生态修复型壹年采砂权（桩
号：3+114~7050，长3936M，保证金：300万元）

2.保安寨河生态修复型壹年采砂权（官庄
北塘坝下游 500M至规划末端，桩号：7+100~8+
100，长 1000M，保证金：1200万元）。

3.旧机动车2辆（保证金：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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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21 日下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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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监督电话：0375-2832661

河南省宝财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 1月 15日

拍 卖 公 告
郑州九加一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贵司与我司于 2010 年 12 月 22 日签订《商
业店面租赁合同》，承租我司位于郑州宝龙广场
编号为AF001-AF024/AF028-AF080/AF082-AF
161/BF001-BF026 商铺。贵司自 2010 年 12 月
22 日承租该商铺以来，未能按照租赁合同约定
缴纳租金、物业管理费及水电公摊等费用。

截止到 2012年 1月 14日，贵司尚欠我司租
金：17695900 元、经营管理服务费：436467.23
元 、水 电 公 摊 ：110751.28 元 、空 调 公 摊 ：
406087.99 元、水费：1496.95 元、电费：182711.6
元、合计：18833415.05 元。我司曾多次以电
话、书面等多种方式催缴相关费用，但贵司一直
仍未能付清上述费用。

依据《宝龙城市广场商业店面租赁合同》第
十条的约定，贵司的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现
郑重通知贵司解除双方签订的《宝龙城市广场
商业店面租赁合同》。

请贵司务必于收到本通知后五日内清空贵
司所承租商铺内的所有物品，返还承租的租赁
场所，同时结清所有欠缴费用。否则我司将严
格执行《宝龙城市广场商业店面租赁合同》第十
条的约定，届时造成的一切不利后果，均由贵司
自行承担。

特此函告！
郑州宝龙房屋租赁有限公司

2020年 1月 9日

解 除 合 同 通 知 函

小区改造要改啥 听听居民咋说
老旧小区改造要注重“绝大多数”居民的认可，需让居民进一步参与进来
在开通暖气、燃气，解决小区停车难等问题上，还要根据小区实际，制定更加具体的措施

河南商报记者 邓万里/摄

一些市民称，《改造方案》中提
到的整修或增加小区居民公共活动
场地、完善或增加机动车停车位、解
决养老服务设施等问题，跟居民的
关联度很大，但文件中只是有提及，
还需要相关部门出台更多的配套政
策。

河南商报记者注意到，为解决养

老服务设施问题，省民政厅 2019年 11
月发布消息，将下达专项资金用来支
持老旧小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和改
造；郑州市为解决“停车难”问题，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郑州市停车
场管理条例》，但涉及住宅小区停车
场（含立体停车库）等建设，缺乏更加
具体的措施。

提议

河南商报记者 陈朋冲

老旧小区改造工作，郑州市多次强调要广泛
征求市民意见和建议，使小区改造接地气、惠民
生、顺民意。

老旧小区改造中，市民参与度如何？市民对各
项改造内容、标准了解清晰吗？市民反映最强烈的
问题主要有哪些？改造工作如何真正解决与市民
生活联系最紧密的问题，避免成为“面子工程”？

河南商报记者对上述疑问，进行了探访。 老旧小区
改造，还有哪些
意见，等你来说

此次《改造方案》中，基础设施改
造部分明确包含维修、更换或增设落
水管，维护或整修屋面防水（含隔热
层）等，很多居民提到，一些老旧小区

没有通暖气、燃气，也没有物业，居民
牵头联系开通困难较大，能否由社区、
街道协调相关单位实施，在关键环节
进行帮助？

一些参与老旧小区改造的工作人
员告诉河南商报记者，在对辖区老旧楼
院调查摸底过程中发现，一些住宅楼年
久失修，建筑结构存在安全隐患。根据
《改造方案》，并未涉及此类房屋整修加
固的相应标准，也没有明确鉴定及整修

的责任主体。
“目前老旧小区改造中除基础设施

配套建设、房屋整修、环境治理外，也应
该在居住安全方面增加关注度。”上述
工作人员说，对一些有安全隐患的房
屋，明确鉴定和维修主体。

提议 希望解决停车难问题 并出台更多具体措施
目前，一些改造措施只有“大的方向”

提议 希望辖区牵头开通暖气、燃气
有些老旧小区没有物业，居民牵头加装相关设施难度大

提议 对一些有安全隐患的房屋 明确鉴定和维修主体
老旧小区的房屋，房龄少则20年、多则三五十年，对于“危房”咋处理？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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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中原区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到社区调查了解老旧小区改造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