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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一大早，高新区辛店街道寺沟社区
的蔬菜大棚内热闹非凡。满棚的黄瓜陆续
成熟，看着煞是喜人。在采摘黄瓜的人群
中，寺沟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王银
伟的声音格外响亮：“大家加把劲，运输车马
上就要开过来了！”

看着满棚的黄瓜，王银伟心里高兴，从
开始建棚到产出黄瓜，满打满算才2个多月
时间。就这效率，得劲！

近几年，王银伟带着群众整治村容村
貌，昔日垃圾遍地的村庄变得整洁了。不
过，集体经济收入少，如何调整产业结构一
直是王银伟的一块心病。

今年2月，辛店街道党工委组织社区干
部到山东省寿光市考察。“一进寿光地界，全
是蔬菜大棚，一眼望不到头。”参加考察的王
银伟被深深地触动了。

“辛店紧临318省道，交通便利，旁边就
是丹尼斯物流园，寺沟社区能不能在发展蔬
菜产业上做点文章？”辛店街道党工委相关
负责人把想法和王银伟一说，大家想到了一
块儿。

说干就干，王银伟立马组织群众到寿光
实地考察。在一望无垠的蔬菜大棚前，大家
一致表态：同意干！4月11日，阳光蔬菜大
棚开建，仅用了1个多月，26个阳光蔬菜大
棚就陆续建成了。

“街道负责协调，帮助办理各项手续，社

区干部下劲儿，建设速度远超预期。”辛店街
道办事处主任科员来加有经常到蔬菜基地
看进度，发现寺沟社区干部几乎每天都扎在
工地上，既督促进度、协调解决问题，又参加
义务劳动建设大棚，连开周例会都改到了蔬
菜大棚工地。

5 月 13 日，第一批来自山东寿光的黄
瓜、辣椒、茄子等菜苗，带着清晨的露水来到
了蔬菜基地，26 个大棚里陆续种上了优良
菜苗。经过 1 个多月的精心呵护，6 月 18
日，第一茬黄瓜陆续收获。“我们这菜，品种
好，全程不打农药，品质绝对放心。”说话间，
王银伟掰开一根黄瓜，咬一口清脆可口。

市场该如何开拓？别急，销路早就找好
了。最近，丹尼斯物流园与寺沟社区股份经
济合作联合社签订了“蔬菜（水果）契约种植
协议书”，已确定长期大批量采购寺沟社区
的蔬菜。

“销路不愁，接下来还得继续把产业做
大。”辛店街道党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
寺沟社区16个温室蔬菜大棚正在加紧建设
中，建成后供应的蔬菜品种、数量将大大
增加。辛店街道将以林果种植田园综合体
建设为契机，力争将辛店街道北部山区打造
成洛阳市近郊的山水林果菜草一体化的田
园综合体，届时越来越多的辛店蔬菜将被端
上洛阳市民的餐桌。

本报记者 孙小蕊 文/图

高新区辛店街道寺沟社区发展蔬菜产业，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蔬菜大棚“撑”起乡村振兴梦

洛龙区刘富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位于
洛阳市洛龙区乐天路以北，翠云路以南，
长夏西路以东，新伊大街以西。因乐天
路与新伊大街交叉口道路红线调整，项
目东区用地红线比原批准用地红线向西
缩进约 6 米，建设用地面积减少 150 平
方米。调整后建设用地面积由 117817
m2 调整为 117667m2，地上建筑面积由
352631.23 m2调整为352509.73m2，地下
建 筑 面 积 由 178518 m2 调 整 为
177842m2，容 积 率 由 2.993 调 整 为

2.996。地下停车位数量不变。建设单
位现申报该地块规划方案局部调整（详
见现场图纸）。

本局已受理该申请，并依法于 2021
年7月6日至2021年7月15日在项目现
场进行图纸公示。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等相关规定，本局拟于近日就此
事项公开举行听证会。请与该项目规
划调整内容相关的利害关系人（年满
十八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复印件和相
关证明资料（房屋契证或购房合同）
正本、复印件，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至 2021 年 7 月 15 日 17 时 00 分 前 向
本局提出书面听证申请。逾期未提出
申请的，视为放弃听证权利。本次听
证会不受理电话、邮件、电子邮件等
其他形式的申请。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63225162
联系地址：洛阳市民之家5048室

洛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听证公告

吸收合并公告
经公司股东决定，洛阳沃弘商贸有限公司吸收合并郑州市

天伦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洛阳九都路分公司,洛阳沃弘商贸

有限公司存续，郑州市天伦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洛阳九都路

分公司申请注销。

合并各方债权债务及未履行合同（或未履行完）的权利和义

务，由合并后续存的洛阳沃弘商贸有限公司承继，请债权人于本

公告公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联系人：王先生

电话：18903791001

特此公告

洛阳沃弘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市天伦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洛阳九都路分公司

王银伟（左）和来加有（右）查看黄瓜长势

承担着17个行政村2万多口人的邮
件投送任务；两条邮路隔日送，每天行
程 50 公里；1 个月有 20 多天都在邮路
上……这是别人眼里的苦差事，可因“乡
亲们需要”，杨志敏坚持干了18载。由于
工作出色，去年，他被授予“全国邮政行业
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昨日，记者一行驱车来到洛宁县河底镇
杨坡邮政支局，跟随杨志敏体验他的工作。

邮件 搭建起乡亲与外界
联系的通道

皮肤黝黑、身材消瘦、分拣动作麻
利……42岁的杨志敏看起来比同龄人显
老，一双粗壮有力的大手将邮件摆得井井
有条。送邮件每到一家，乡亲们总会跟他
打招呼，有的还叮嘱他天热要注意防暑。

2003 年，杨志敏成为杨坡邮政支局
唯一的投递员，挑起了为 17 个行政村 2
万多口人投送邮件的重担。

一年夏天，连日暴雨使通往窑头村的
道路更加泥泞难行，可是一件法院专递
必须及时送到用户手中。“送件经过一条
河，水不仅湍急，还裹着树枝和泥沙，冲
得我几乎站立不住，只能一步步向对岸
挪……”杨志敏说，过这条小河，他用了足
足20分钟。

“每次我把报纸和邮件交给乡亲们，
他们那种高兴劲儿，让我觉得自己是不可
或缺的。”这让杨志敏最初感受到投递员
的价值。

坚守“乡亲们需要我”是
前行的动力

每年 7 月、8 月，杨志敏既忙碌又兴
奋，因为杨坡周边学生的录取通知书都由
他送到孩子们手中。山里长大的他深知，
梦圆大学对山里娃意味着什么。

一次，一份寄往牛头村的高考录取通
知书让他犯了难，上面既没有具体地址，

又没有电话。他找到牛头村党支部书记
打听后得知，收件人刘伟伟的家在刘皮沟
村山顶。

杨志敏说，当天路遇大雨，在田地边
找到收件人刘伟伟时，自己几乎成了“泥
人”。杨志敏从怀里掏出那封用塑料袋裹
得严严实实、滴水未沾的大学录取通知书
时，刘伟伟和父母喜极而泣。

“乡亲们需要我！”这让他在家乡邮路
上坚守了18载。

信仰 党员就应该服务好
乡亲

杨志敏做事兢兢业业、积极上进，
2015 年 3 月 加 入 了
中 国共产党。他说：

“入党是个新起点，服务
好乡亲，才是党员该有
的样子。”

2016年冬，春节快

到了。一个装有被子的包裹要送往6公
里以外的牛头村，那是一个乡亲的儿子从
外地寄来的。可邮路被厚厚的积雪覆盖，
一时半会儿融化不了。“一个包裹，一份孝
心！”想到这里，杨志敏坐不住了，徒步踏
上了邮路。

邮路坎坷，乡亲真诚。邮路沿途的乡
亲都把杨志敏当亲人。每到他要来的日
子，许多人就会等在路边，拉他到家里喝
茶、吃饭。

“为了乡亲们，这条邮路我要一直走
下去。”杨志敏说着又发动摩托车，带着乡
亲们的“需要”驶上了邮路……

本报记者 贾臻 通讯员 陈昕 陈肖晓

洛宁县河底镇杨坡邮政支局投递员杨志敏：

“服务好乡亲，才是党员该有的样子”

本报讯（记者 李迎博 通讯员 吕瑞平）我市公共
信用信息查询又添新通道。记者昨日从市发改委获
悉，洛阳市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与“洛快办”App实现实
时对接。“洛快办”App增设“信用查询”功能，方便社会
公众随时随地查询企业、社会组织、事业单位和政府部
门等4类市场主体信用信息。

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市持续加强信用信
息平台建设，开展公共信用信息归集共享，推动行政
管理领域率先使用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并加大宣
传力度，呼吁社会公众在投资、消费、商业合作等过
程中注重查询对方信用状况，作为市场活动重要参
考依据。截至目前，洛阳市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已归
集各类信用数据近 3 亿条，覆盖全市各类市场主体，
与河南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互联互通并实现全省信
用信息一体化查询。

据悉，除了“洛快办”App，目前，市民如需查询我
市公共信用信息，还可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信用洛阳”
网站、“信用洛阳”App、“信用洛阳”微信公众号、“市民
之家”自助查询设备等。

■“洛快办”App信用查询流程

第一步：通过应用平台下载“洛快办”App并注册、
登录。

第二步：点击“服务”—“生活服务”进入“信用查询”。
第三步：在“搜索”栏中输入想要查询的市场主体

名称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即可查询相关信用信息（包
括基础信息、许可信息、良好信息、失信信息等）。

温馨提示：“洛快办”App仅基于已归集掌握的信
用信息提供查询服务，查询结果仅供参考，请注意识别
和防范信用风险。

企业信用好不好，
上“洛快办”一查就知道

本报讯（记者 冯莹雅 通讯员 杨润颖）昨日，记
者从市残联获悉，市残联将开展2021年“圆梦助学”活
动，对我市残疾人大学生和残疾人家庭子女大学生分
别给予一次性补助3000元和2000元。

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大学生和残疾人家庭子女大学
生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可携带相关证件到户口所在地
县（区）残联进行登记，登记工作截止日期为 9 月 30
日，逾期不再受理。

残疾人大学生登记须携带本人身份证、第二代残
疾人证、准考证、高校录取通知书、洛阳银行银行卡的
原件和复印件。残疾人家庭子女大学生登记须携带父

（母）的身份证、父（母）的第二代残疾人证、户口簿（证
明残疾人与子女关系页）的原件和复印件，子女本人身
份证、准考证、高校录取通知书、洛阳银行银行卡的原
件和复印件。联系电话：0379-63225023

市残联将开展2021年
“圆梦助学”活动

“王组长，多亏你帮忙协调督促，现在全民健身体
育活动中心项目正加紧施工，保证按时向群众开放！”
近日，洛宁县纪检监察干部王燕青到中国电建市政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洛宁县全民健身体育活动中心项目部
回访项目情况，该项目部负责人说道。

为企业办实事解难题是洛宁县纪委监委优化营商
环境的一项重要举措。今年以来，该县纪委监委建立
纪检监察干部服务企业分包责任制，通过实施“每人必
联、每月必访、每事必督、每会必评、每案必改”的“五
每”工作法，及时为企业排忧解难。

1个月前，王燕青到该项目部走访，当问及由其承
建的全民健身体育活动中心项目进度时，项目部负责
人面露难色：“卡住了。项目预算工程量和实际施工工
程量有差异。这个问题不解决就没法继续施工。”

原来，该项目中的体育馆部分最初由县教体局负
责规划实施，该局委托的预算公司在编制工程量预算
及清单时，漏算了钢结构工程量，算错了施工材料，导
致项目在转交县城投公司时产生了分歧，承建方无法
按施工合同继续施工。

惠民项目容不得半点马虎和耽搁。王燕青当即到
县财政局评审中心、县审计局政府投资基建股核查此
项目，联系涉事多方召开项目协调会，达成了由县城投
公司与承建方签订“补充协议”的解决办法。

“服务企业就是服务民生。作为纪检监察干部，
就是要立足职能职责，通过跟进监督、精准监督，及
时为企业纾困解难，调动企业积极性，为全县经济
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该县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
表示。 （邱瑞丹）

一次访企
“盘活”一个惠民项目

昨日，市民在老城区新建成投用的神州街城市书房内阅
读。该书房位于老城区神州街20号，赵春娥纪念馆东侧，书
房面积180平方米，藏书5000余册，为周边市民提供了一个品
味书香的好地方。

记者 张怡熙 特约通讯员 石智卫 摄

老城区再添一座城市书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