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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省农村进行了“厕所革
命”，很多陈旧落后的厕所得到改造，绝大
多数的行政村村部所在地一般也都建起
了公共厕所。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农
村人口结构、生活方式等方面发生了显著
变化，很多自然村没有一所公共厕所的状
况，成为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

近日，本报就接到一些群众来信，反
映他们希望能在其所在的自然村也建一
所像样的公共厕所。针对群众关切的这
一问题，7月7日至8日，记者赴南阳市、驻
马店市部分农村地区进行了调查采访。

7月 7日中午，在西峡县二郎坪镇
黄龙庙村黄龙庙自然村采访，恰遇一位
经过此地的游客前来寻找公共厕所。
一位好心的村民将他引到一座简易的
小屋子前，白色石灰墙上写有“男女”二
字。这位游客看着那一面布帘子，迟疑
着不敢进，高声问：“里面有人吗？”确信
无人后才进去。这位村民说，黄龙庙组
有100多口人。有时，路过此地的游客
来了一大群人找公共厕所。但村子里
没有一个大点的像样的公共厕所。逢
年过节，在外务工的人都回来了，加上
有的家庭还来客人了，上厕所就是一个
难题。大多数情况下，跑得远远的，找

树林中没人的地方方便。
7月 8日中午，记者在驻马店市驿

城区水屯镇水屯村马庄自然村采访，发
现村民住房多为砖房，村中有硬化过的
道路、广场，路边也放置有垃圾箱，但没
有一个公共厕所。76岁的马姓村民告
诉记者，马庄自然村的村民基本都以种
菜为生，经济条件并不差，很多老人呼
吁建一所公共厕所，但一直没能如愿。
有些问题需要政府出面解决，比如公共
厕所选址问题，离谁家近了谁都不愿
意。就是有人愿意出钱建，也是需要有
人来主导和协调的。因为没有公共厕

所，老人们到村头乘凉或聊天时，要上
厕所还得走很远一段路回到自己家中，
个别老人身体不太好，有时半路上尿到
裤子里了。外面有人来村子里买菜或
卖东西，也为找厕所发愁。

与黄龙庙和马庄情况类似的村庄
有很多。记者在农村走访发现许多村
庄农户的房前屋后，有一些十分简陋的
小厕所。“三面墙、两块板、一个坑”，不
仅“难找、难看”,而且“难闻、难用”。
它们基本是村民自用的，根本不能承担
起公共厕所的功能。这样的厕所也严
重影响村容村貌，与美丽乡村的愿望不

相称。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也有很多地

方率先行动起来，解决在自然村建设公
共厕所的问题。

7月8日，记者在驻马店市汝南县老
君庙镇小方村黄连铺自然村采访时发
现，村子正中间，距离公交候车亭不远
处，有一所漂亮的公共厕所。厕所内铺
设了瓷砖，有若干个蹲位，有水冲装置，
外面有洗手池，厕所内外打扫得干干净
净。一位村民介绍说，这厕所是政府帮
助修建的，并且有专人负责管理，由政府
给他发工资，村民们对此很满意。

记者注意到，在一些已经建起乡村
公共厕所的地方，也有很多并不能正常
投入使用。比如，西峡县五里桥镇白庙
村、丁河镇简村、双龙镇双龙村等地，也
都建有比较漂亮的公共厕所，却经常大
门紧锁，并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当
地一些群众反映，这些公共厕所只在上
级来检查的时候对外开放，平时基本上
是锁着门的。

农村环境卫生是美丽乡村建设中
绕不过去的一个环节，一些人口较多的
自然村、旅游村、农村市场应当建公共
厕所。这个问题应当列入下一步的政
府工作日程，这也是新形势下的一项民
生工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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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视点 议论风生

别让提速降费卡在
“最后100米”自然村啥时能有像样的公厕

连线基层发展夜经济 更要讲卫生

□张淳艺

“ 宽 带 和 专 线 平 均 资 费 降 低

15%。”2020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作出

如上表述。但是，“新华视点”记者近

期调查发现，部分工业园区、商业楼

宇的宽带“终端价格”实际并未下降，

物业、代理商成了“提速降费”的“肠

梗阻”。

去年三大运营商公布提速降费

成绩单显示，自 2015 年以来流量单

价下降 90％以上。不过，这样的红

利一些企业却未能充分享受到。一

些工业园区、商业楼宇的宽带“终端

价格”仍居高不下：通过正规营业厅

办理家庭宽带，300 兆带宽网络每年

只需 1000 多元；但在写字楼网络中

心只能办理企业专线，10 兆带宽每

年就要 1万多元。

《消 费 者 权 益 保 护 法》明 确 规

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

服务的权利。但对于租用写字楼的

企业用户来说，往往只能被迫接受

物业选定的网络运营商，不能自行

选择。

根据工信部、国资委《关于 2018

年推进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的实

施意见》，“基础电信企业等不得与

房地产开发企业、物业管理公司等

达成任何形式排他性协议或约定，

保障各企业平等接入、用户自由选

择的权利。”但在现实中，部分写字

楼建设方在建设初期就签订排他协

议的现象屡见不鲜，由此导致承租

人不得不接受高价的网络服务费。

此外，物业的“乱收费”也直接加

剧了企业的“上网贵”。上海某高科

技园区一户企业用户曾投诉称，物业

乱收线路维护费和管道占用费，一根

宽带或者光缆，管道占用费要 2000

元；如果自己找运营商申请，就需要

加收每年 20000元的线路维护费。

我们常用“最后一公里”代指民

生政策的神经末梢，一些物业、代理

商联手搞垄断，相当于让提速降费

的政策红利卡在了“最后 100 米”。

这既违背了国家大力推进宽带提速

降费的初衷，也影响了企业应该享

受的合法权益，加重了企业的经营

负担。

2018 年 12 月起，工信部在全国

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商务楼宇宽

带垄断专项整治工作。目前看来，

整治之后宽带垄断问题仍未得到根

治。有关部门应对专项整治战果来

个“回头看”，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

潮。同时，建立“时时看”的常态化

监管机制，加大处罚惩治力度。对

于 垄 断 经 营 的 网 络 运 营 商 及 代 理

商，坚决予以查处。对于乱设门槛、

搭车收费的物业公司，该罚的罚，情

节严重者取消其资质。5

近段时间，股市有所回暖，一些
“免费荐股”电话、直播、股票微信群
又开始活跃起来。笔者的一位朋
友 一 不 小 心 跌 入 了 非 法 荐 股 的

“坑”。这位朋友无意间进入某荐股
网络直播平台，根据网上提示交了
188元的会员费入了VIP群，又根据
群内所谓专家的推荐购买了股票，
不料所购买股票小幅上涨之后，便
一路下跌。

根据有关规定，荐股收费属于
证券投资咨询活动，未经许可，任何
机构、个人不得从事此类活动。

笔者认为，对于非法荐股必须
重拳打击。建议证监部门与各地网
监、警方联手，密切监控网络空间的
非法荐股行为及其动向，严惩违法
人员。此外，应督促网络直播平台
等运营机构，采取措施及时清理、封
堵非法荐股载体及信息。

作为投资者，要通过合法渠道
参与股票交易。如需证券投资咨询
服务，可选择正规证券公司、证券投
资咨询机构。如受到非法荐股活动
侵害，可向当地证监部门举报，或向
公安机关报案。5 （周慧虹）

入汛以来，几场暴雨让一些城
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内涝。出现内
涝的原因，有的短期内是无法解决
的，比如：排水管网设计缺乏前瞻性
和科学性、硬件设施老旧、水污管网
混接等。但有的内涝是可以减少或
者避免的，比如：采取应急及预防措
施，对垃圾及时清运，对出现的堵塞
现象及时排除等。

防城市内涝，关键是要勤排
查、勤修补。在汛期来临之前，水
务、市政、城建等部门可联合行动，
重点排查城市低洼路段、建筑工

地、河流湖泊等易涝地区，看污水
管道是否畅通、有没有淤泥垃圾堵
塞的隐患、河流湖泊的水位是不是
太高等。如果发现问题，要及早解
决；发现排水管网损毁，要及时修
补，确保汛期排水畅通。同时，要
及时发布内涝预警信息，事先收集
易涝地段、排水设施等信息，叠加
天气预报，得出较有参考价值的内
涝预报，将预警信息及时发送给相
关区域的单位、企业、群众，早部
署、早应对。5

（黄海涛）

一些人经常在药店买大量的储
备药品，生怕自己的药品不够用，以
致家里的药品越堆越多，有些甚至
来不及吃就过期失效了。

在家过量存药有弊无利，一是
存药过多，导致一些药已过有效期
但继续服用，而误服过期药则可能
拖延甚至加重病情；二是过量购买
不必要的药品，浪费资金；三是当发
现过量存药是被“忽悠”导致，进而

反感药店及医疗机构，可能导致情
绪激动，有损身体健康。

防止家庭过量存药，首先要加强
对药店的管理。药店应以治病救人、
维护人民身体健康为宗旨，不能单纯
追求经济利益，卖药不应搞“促销”或

“买赠”活动。同时，要劝告和提醒人
们，不要大量存药。一般家庭，只需
备有一般常用药即可。另外，建议定
期清理药箱。5 （周荣光）

近日的一个夜晚，笔者在郑州市大学南路二七万达广场附近发现，夜经济颇为活跃，各种摊点很多；但环境
卫生有点差，随地扔垃圾的现象比较多。城市夜经济的发展，也给城市管理带来一系列问题。怎样破解这些难
题，考验着城市管理者的管理水平。5 吴贤德 摄

禹州市文殊镇樊岗村位于禹
西角子山下，由北向南的樊岗沟长
达 2.4 公 里 ，沟 宽 200 米 、深 20
米。过去是“两岭夹一沟、裂江到
处有，旱天没水吃，涝了洪水流，女
儿往外嫁，男孩入赘去，干部没人
当，谁干谁发愁”，年轻人外出打
工，老弱病残群体住窑洞、走山路，
在这荒沟里苦挨苦撑。如今，每年
一到开春，每日到这里的游人数以
千计，成为远近闻名的绿沟。

从荒沟到绿沟，樊岗村走过一
段不平凡的路。

3 年前，按照上级安排，王宏
义回樊岗村任村主任，他听取全体
村民意见，请来了省、市级专家，对
樊岗村进行规划，制定出科学合理

的荒沟改造治理方案，并拿出外出
务工经商所得的60万元，对樊岗沟
荒沟进行彻底改造改良，造出良田
315亩。然后以樊岗村集体经济合
作社为甲方，同拥有使用权的村民
以每亩每年500元的价格流转，还
让全村 18名贫困人员以土地流转
入股成为股东，在合作社打工月收入
3000元以上，脱贫后成为富裕户。

王宏义个人投入 30万元购买
优质新品种桃树苗、梨树苗、苹果
树苗、柿子树苗等，栽植在治理后
的樊岗长沟和分布在全村的其他
7条短沟里，现在果树已进入盛果
期，仅此一项年收入150万元。王
宏义每年还从村集体经济合作社
拿出 12万元，作为樊岗村公益基

金，服务于樊岗村1290名村民。
近年来，樊岗村因地制宜发展

沟域经济流转集体土地800余亩，
发展特色果木种植，种植蔬菜，恢
复传统中药材种植，村内划分民俗
体验区，农耕文化民风民俗展示
区，现代游览观光区、采摘区、休闲
体验区，千年古窑洞生活感受区。

350个古窑洞经过修复，大部
分已经对外开放，“窑洞民俗、生态
环境”游已成为禹西大山深处的一
大亮点。

樊岗村被评为“河南省传统村
落”“河南省生态村”。目前，樊岗
村干部和村民正致力于让山村面
貌再次升级，争取成为河南省乡村
旅游特色村。5 （姚铁）

6月 1日以来，各地交警部门对骑乘摩托车不
佩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持续进行严查，除对骑
乘者罚款外，还对当事驾驶员驾驶证记 2分。笔
者查阅相关新闻报道时，发现陕西省渭南市发生
的两起交通事故中，戴不戴头盔，结果大不相同。

据渭南广播电视台报道，今年渭南市发生了
这样两起交通事故：

3月 7日 13时许，樊某亮驾驶陕 E牌照小型
轿车行驶至一个十字路口时，与一辆无牌二轮摩
托车相撞。开摩托车的快递小哥头部撞击到了小
轿车的前部，在倒地的时候撞向了地面，撞击力度
很大，但他戴头盔自己站起来了，伤势并不严重，
后来经医院诊断，仅是腿部擦伤。

而另一起事故则不同。2 月 28 日 9 时许，
张某旺驾驶无牌两轮摩托车，行驶至一个十字
路口时，与相对方向左转弯行驶的孙某芳驾驶
的自行车相撞。民警调查发现：撞击力度看似
并不大，但在倒地之后，摩托车驾驶人因为没有
戴头盔，只能双手抱头，结果导致头部裂伤、腿
部擦伤。

摩托车、电动车、自行车俗称“肉包铁”，虽然
有着灵活机动、出行便利的优势，但同时也存在着
驾驶稳定性差的弊端。据统计，摩托车、电动自行
车驾乘人员死亡事故中约 80%为颅脑损伤致
死。有关研究表明，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将交
通事故死亡风险降低60%至70%。

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摩
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戴安全头盔，
并未明确要求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应当戴头盔。
在有些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来看，交警部门对自
己不戴头盔的行为仅仅是宣传教育。其实，《机动
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例》新国标规定，时速在 20公
里以上、50公里以下，重量超过40公斤的电动自
行车被作为轻便摩托车而纳入机动车管理范畴。
照此规定，不少款式的电动自行车其实已经被纳
入机动车的管理范畴。

今年 4月份，公安部交管局给出了明确的指
导性意见：地方法规已明确要求电动自行车骑乘
人员佩戴安全头盔的，要依法查处；地方法规没有
明确要求的，以纠正、教育为主。同时，积极推动
地方立法，增加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应佩戴安全
头盔的规定。因此，广大交通参与者，应养成自觉
佩戴头盔的习惯，不能因为处罚才重视，不处罚就
掉以轻心。5 （钟长顺）

警惕非法荐股陷阱

防城市内涝要勤排查勤修补

过量存药弊端多

荒沟变绿沟

骑上摩托车
别忘戴头盔

百姓故事

汝南县
老君庙镇小
方村黄连铺
自然村的公
厕。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洛阳远大节能技术有限公司等24户不良债权的处置公告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我公司”）拟对所持有的对洛阳远大节能
技术有限公司等24户不良债权进行处置，
特发布此公告。

本次公告债权共 24户，涉及本金及
利 息 等 相 关 权 益 共 计 为 人 民 币 39,
254.54 万元，其中本金 34,148.49万元、
利息 5,106.05 万元，分布在河南省的郑
州、三门峡、新乡、洛阳、平顶山、南阳、许
昌、焦作、驻马店等地区，债权基准日为
2020年5月24日。资产明细表如右表。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
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可
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项目
和处置方案作适当调整，既有可能对整体资
产组包处置，也有可能分拆组包或单户处
置。如有调整，调整结果将按照有关规定履
行披露义务。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易资产
包内每项资产的详细情况请登录中原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www.zyamc.net
查询，或与交易联系人接洽。如有购买意
向，缴纳一定数额保证金并与我公司签订相
关保密协议后，可查询具体项目档案。

本资产包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
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
具备注册资本、财务状况良好等条件；交易

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
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
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以及参与资
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
机构关联人或者上述人员及其关联人参
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上述人员有
亲属关系或其他利害关系的人员。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
20个工作日。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公司联系商
洽。任何对本处置项有疑问或异议者均
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
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联系人：朱女士 0371-61777592
通信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才高

街6号
邮编：450018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

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0371-61777598
监督管理部门：河南省财政厅企业监

管办 0371-65808130
河南省金融办 0371-69690823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4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债务人名称

洛阳远大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仰韶生化工程有限公司

洛阳中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洛阳高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洛阳宝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平顶山一品世家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爱心大药房有限公司

圣光医用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平顶山嘉成包装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亿信通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亨通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

（万元）

698.72

638.00

448.20

699.00

796.29

865.00

500.00

6,000.00

870.00

900.00

750.00

利息

（万元）

79.55

219.53

45.23

97.40

114.47

127.79

66.09

411.63

122.43

147.00

24.32

担保情况

保证人：河南省春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徐六生。

抵押：河南省春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洛阳市西工区九都路
58号春蕾大厦房产抵押，共计1329.73平方米（其中住宅890.85平方
米，商业438.88平方米）。

保证人：河南义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焦新民、杨小爱、杨爱菊、朱
继中、钱小民、杨慧霞。

抵押：河南仰韶生化工程有限公司名下机器设备抵押。

保证人：鑫融基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河南恒日半导体照明检测检验有
限公司、洛阳申宝贸易有限公司、王荣平、王永仁、岳春兰、史现伟。

保证人：洛阳新傲隆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洛阳众源汽车有限公
司、河南龙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洛阳华田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余海发、余海峰、沈聆、张浩、张磊、邓亚楠。

保证人：河南新正阳钢构股份有限公司、洛阳众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洛阳腾宇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王重阳、刘春玲、张建国、雷正山、
王佩、刘凯伦。

保证人：平顶山市恒鑫源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平顶山天元一品实业有
限公司、鲁山县尧山天龙池景区有限公司、李涛、张少越、石信昌、张
少一、王俊锋、成雪莲。

保证人：圣光集团医药物流有限公司、平顶山市仲华堂中药饮品有限
公司、周运杰、李俊磊、李红侠、贾晓丽。

保证人：圣光集团医药物流有限公司、河南爱心大药房有限公司、圣
光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黄洋铜业有限公司、周运杰。

抵押：周运杰、普永红、周运修、吕军伟名下共10套房产抵押，其中住
宅房产4套，面积804.34㎡，位于郑州市郑东新区商都路6号，办公房
产6套，面积726.15㎡，位于郑州市郑东新区商都路8号。

保证人：圣光集团医药物流有限公司、河南爱心大药房有限公司、夏
俊云、戴桂芳。

保证人：平顶山市嘉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张文亮、曹庆伟、黄祎炜。

抵押：平顶山市嘉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平顶山市卫东区
建设路东段南的商业房产抵押，面积2282.43平方米。

保证人：驻马店市富景机械有限公司、河南巨大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王鹏、王海霞、田永富、武书红、王永、程亚丽。

序号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债务人名称

科尔沁牛业南阳有限公司

南阳市利丰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南阳市远通建材物资有限公司

南阳市超明标准件有限公司

黄洋铜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豫广市政园林工程有限
公司

河南康联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开启电力实业有限公司

新乡市新运千山物流有限公司

新乡市碧波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
司

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天成彩铝有限公司

孟州市雯禹鞋业有限公司

合计

债权本金

（万元）

3,387.07

895.55

733.11

984.87

1,990.00

960.00

780.00

999.93

950.00

505.97

4,120.00

3,289.00

1,387.78

34,148.49

利息

（万元）

105.92

86.65

117.52

35.41

641.96

188.38

87.08

196.80

179.47

86.63

158.05

474.52

1,292.21

5,106.05

担保情况

保证人：内蒙古科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李和、张丽君。

抵押：科尔沁牛业南阳有限公司名下土地使用权抵押、南阳科尔沁
肉制品有限公司机器设备抵押。

保证人：南阳金开源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南阳市智航商贸有限
公司、晁付庆、华亚男、晁果、王艳艳。

保证人：南阳金开源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陈晓宁、张艳、季东坡、
陈宛玉。

保证人：郑州市众成五金机电有限公司、董俭爽、赵英、张东阳、申
琳。抵押：董俭爽、赵英名下房产抵押。

保证人：圣光集团医药物流有限公司、许昌太平洋铝材有限公司、黄
海、赵小灿。抵押：黄洋铜业有限公司名下机器设备抵押。

保证人：许昌金满地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鄢陵豫广饮业有限公
司、鄢陵县安顺花木有限公司、鄢陵锦华景观工程有限公司、鄢陵县
远方花木有限公司、许昌市众发园林工程有限公司、鄢陵锦华景观
工程有限公司、石国停、石云飞、张金磊、牛艳华、郑红玲。

保证人：河南康联数据服务有限公司、康新力、雷改焕。

抵押：康新力名下工业房产抵押，位于：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长椿路11号 2幢 2层、3层，使用权面积：2614.91㎡。

保证人：徐耀锋、高泽民、李兰芝。

保证人：河南东方企业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市新运物流有
限公司、新乡市新运交通运输有限公司、董自文、田菊霞、常魏然。

保证人：河南丰绅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河南省海芋生物发展有限公
司、李宏彬、樊雁飞、李霞、崔利红、吴广贞、樊新全。

保证人：郭留希。

抵押：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名下土地使用权抵押，位于：荥
阳市科学大道与S232交叉口西南侧，使用权面积：128451.18㎡。

保证人：河南恒丰钢缆有限公司、河南铂思特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马
延峰、李晓利。

抵押：李浩博、李晓利、赵卫霞、荆民国、刘剑秋、张晓收、康俊锋名下
7套住宅房产抵押，总面积：1005.77㎡。 河南天成彩铝有限公司
名下机器设备抵押。

保证人：孟州市麦威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买吉儒、曹洪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