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1月11日 星期二编辑：石蕴璞 校对：玉龙 组版：胡昱
洛阳·综合 05

交房公告
尊敬的洛宁县公园壹号业主：

您所购买的洛宁县公园
壹号项目7号地块（三区）5号
楼、6号楼、7号楼、8号楼、9号
楼现已竣工验收完毕，符合交
房条件；定于 2022 年 1 月 15
日至2022年1月18日正式交
付。届时请您携带相关资料，
至公园壹号营销中心办理交
房手续。

交房地址：洛宁县公园壹
号营销中心

咨询电话：
0379-66089999
洛阳中邦置业有限公司

洛阳诺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申请

办理时代轴线兴洛湖三重阙商住综合

体项目（72 号、73 号地块）建设用地规

划许可证。根据国家城乡规划有关法

律、法规规定，洛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现将有关事宜公示如下：

一、项目单位：洛阳诺道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二、项目概况：时代轴线兴洛湖三

重阙商住综合体项目（72 号地块)位于

通衢路与长兴街交叉口西北角，东至长

兴街、西至兴洛东街、南至通衢路、北

至伊洛路，建设用地面积 50500.774 平

方米；时代轴线兴洛湖三重阙商住综

合体项目（73 号地块)位于通衢路与永

泰街交叉口东北角，东至兴洛西街、西

至永泰街、南至通衢路、北至伊洛路，

建 设 用 地 面 积 45685.554 平 方 米 。

2021 年 12 月 29 日，建设单位与我局

签订了以上两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豫［洛］出让〔2021

年〕第 58 号、豫［洛］出让〔2021 年〕第

60 号）。2021 年 12 月 30 日，洛阳市洛

龙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为该项目办理

了备案（项目代码：2201-410311-04-

01- 346756、2112- 410311- 04- 01-

404736）。

三、用地性质：商住用地

四、公示时间：自登报之日起七个工

作日

五、监督电话：

洛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63305991 63305512

洛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建设项目公示

本报讯（记者 王若馨 通讯员 张岳香）记者昨日从市
文明办获悉，自即日起，“洛阳市 2022 年志愿服务项目大
赛”正式启动。该活动由市文明办主办、市志愿者联合会承
办，面向全市范围内志愿服务组织开展。

市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说，该活动旨在进一步弘扬志愿者
精神、展现志愿者风采、激发志愿者热情，为广大志愿者提供
展示交流的平台，把方向正、影响大、群众认可的“最美、最佳”
典型志愿服务项目推荐出来，宣传我市志愿服务工作的进展
和成效，展示先进典型的高尚品德、时代风采和良好形象。

据悉，近年来，我市志愿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志愿洛
阳”平台数据显示，我市现有注册志愿者115万人、志愿服
务组织1400个。

“我们计划对此次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中的优秀志愿服务项
目予以一定的资金奖励，今后每年举办一次大赛，并建立洛阳
市志愿服务项目库。”该负责人说，接下来，相关单位将制订我
市的志愿服务提升计划，开展项目宣讲、项目推广、项目共建
等相关活动，并邀请专家对优秀志愿服务项目进行跟踪培育。

洛阳人过年必买哪些年货？您最喜爱的年货都有啥？
快来投票评选吧。

作为“云舞洛阳时·嗨购过大年——2022全国网上年
货节”洛阳专场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昨日，由市商务局、洛
阳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最是家香味”洛阳人必买年货有奖
评选活动，在洛报购时惠平台正式启动。自即日起，市民可
为喜爱的家乡年货投票，投票成功还可参与抽奖，有华为运
动手表、现金红包、大额单品券、新年福包等超值奖品。

据悉，为充分发挥县区地域产品的特色和优势，让市民
购买到更多质优价廉、独具洛阳特色的高品质年货，市商务
局联合洛报购时惠平台开展“最是家香味”洛阳人必买年货
评选活动。自活动启动以来，已有40余家企业报名，共计
50余款产品参与评选，涵盖米面油、地标特产、山珍干果、
禽蛋肉类、时令鲜蔬等多个领域。

记者使用手机打开洛报购时惠平台，首页即有“最是家香
味”洛阳人必买年货有奖评选活动的入口。点击“投票”，所有
参选商品按照所在县区分类排列。例如，西工区推荐的好年
货有小酥肉、狮子头、牡丹籽油、牡丹营养粉等，孟津区推荐
的好年货有生生纯牛奶、红薯粉条、酸甜果、小米、亚麻籽油、
牡丹酱、花生、橄榄油等，偃师区推荐的好年货有鸡内金夹
饼、香料、手工韭花酱、芥菜丝、银条罐头等，洛宁县推荐的好
年货有红薯粉条、酸辣牛肉、石磨面粉、石磨挂面等。点击页
面上方的排行榜，即可查看所有参选商品的实时排名情况。

据主办方介绍，参与“最是家香
味”洛阳人必买年货有奖评选活动投
票，每人每天有3次投票机会，转发活
动可增加一次机会。投票活动将持续
至1月16日，1月18日公布获奖名单，
所有参选商品后期将在洛报购时惠
平台上架销售。 本报记者 李迎博

“最是家香味”洛阳人必买年货有奖评选
活动在洛报购时惠平台启动

快来选出您最喜爱的
洛阳特色年货

瀍河区纪委监委监督执纪从“治未病”下手，对重要事
项、重大决策等进行全程监督，对重点领域开展专项监督，
织密织牢监督网。

一是以学习教育润心。与党史学习教育相结合，以“三
会一课”为依托，邀请专家学者授课、举办读书班、参观中信
重工廉政教育基地、拍摄警示教育片，多维度、全方位确保
学深悟透，筑牢党员干部思想防线。

二是以作风整治清源。开展“不担当不作为”专项整治
活动，成立联合督导组，采取随机抽查、重点检查、实地查
看、明察暗访方式，督查各单位作风情况，对典型问题进行
曝光。通过纪律检查建议书、监察建议书等，督促问题突出
单位健全工作机制，堵住制度漏洞。

三是以制度建设固本。出台《关于加强严格同级党委
“三重一大”有关事项集体决策监督管理的实施办法》，明确
11个监督重点，以区委书记提醒督办、常态谈心谈话、现场
廉政风险问询为手段，以履责提醒书、监督卡为载体，对同级
党委开展精准监督。把“三重一大”制度执行情况作为派驻
监督的切入点，聚焦“关键少数”开展监督检查。目前，累计
开展警示教育100余次、作风专项检查50次，发现问题7起，
下发监察建议书9份，发布典型问题通报14期。（王可欣）

三剂良药“治未病”

扫码进入投票页面

扫码查看参赛组织和项目须符合的
条件，有意参赛的，请于1月31日之前，
将相关申报表、PPT或视频资料发送至
lyszyzlhh@163.com邮箱

一身正气、热心助人，他叫衡哲。
今年 40 岁的衡哲从军 16 年，2015

年复员回到家乡新安县。他想，既然回
到家乡，就应该为家乡做些什么。于
是，他与周边的退伍老兵一起成立了新
安老兵志愿者协会、洛阳市小雨点公益
助学新安分会，开始从事公益事业，帮
助家庭困难的老兵和学生。

衡哲带领的老兵志愿队伍越来越
庞大，覆盖范围也越来越广。目前，在
衡哲的推动下，全市各县区均已成立老
兵志愿者协会。他们投身公益事业，先
后开展助学济困、关爱老兵、抢险救灾、
爱心献血等活动150余次，累计捐赠物
资价值200余万元。

去年9月，嵩县白河镇遭遇强降雨，
受灾严重。衡哲立即招募人员、筹集物
资，积极与退役军人事务局沟通合作，共
筹备棉被、棉衣、食品等价值4万余元的生
活物资，随后又迅速联系车辆，与30余名
退役军人赶往白河镇，将物资安全送达。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
来，各地实施紧急封控。衡哲了解情况

后，迅速组织开饭店的老兵炒菜、炒米、
蒸馒头，往新安周边交通枢纽的疫情防
控点挨个儿送上热腾腾的饭菜，一送便

是好几天。在他的带动下，新安县的其
他爱心组织也纷纷行动起来，为一线防
疫工作者送去物资，在寒冷的冬日传递

无限暖意。
2018 年，在某单位大厅，一名前来

办理业务的老人突发心梗，昏倒在地。
衡哲闻声，脚步飞快，拨开人群来到老
人身旁。“大家不要慌张，我懂急救，让
我来！”衡哲说着，便解开老人的上衣，
发现其胸口有一条手术遗留的疤痕。
衡哲判断，老人做过心脏手术，如果实
施心肺复苏极有可能把老人心脏中安
装的支架压碎，从而危及生命。他立刻
让保安拿来速效救心丸，撬开老人牙
关，将药喂入。渐渐地，老人清醒过来。

6年来，衡哲先后荣获“见义勇为先
进个人”“新安县首届最美退役军人”

“2021年度新安县最佳杰出青年”“河南
省优秀志愿者”等称号。

“帮助别人是我喜欢做的事情，能
传递正能量，我的所作所为就有价值。
公益这条路，我会一直走下去。”衡哲
说，他会在志愿服务这件事上做出更好
的成绩，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本报记者 李三旺 见习记者 李雅
君 文/图

热心公益的他，退役后发起成立老兵志愿者协会

衡哲：公益这条路，我会一直走下去

“俺家老闫有了新轮椅，真是谢
谢你们！”日前，从驻村工作队队员
刘乐乐手中接过崭新的轮椅，新安
县磁涧镇李子沟村村民冯大红感激
地说。

老闫叫闫金升，今年57岁，因患帕
金森病生活不能自理，吃喝拉撒都需要
妻子冯大红照料。为了让老闫经常晒
太阳，只要天气晴好，冯大红就会把他
抱到院子里的轮椅上。

“第一次去他家时，看到闫金升的
轮椅用砖块垫着，轮子已经坏了很久，
加上长期使用，都快要报废了。”李子沟
驻村工作队队员刘乐乐说，闫金升需要
常年吃药，他家的生活捉襟见肘，是该
村的脱贫监测户。

刘乐乐第一时间向该驻村工作队
汇报了这一情况，并向新安县残联详
细咨询相关政策。他根据闫金升家
的实际困难，向新安县残联递交了轮

椅申请。
不久后，刘乐乐接到新安县残联工

作人员的电话，他立即驱车取回闫金升
的新轮椅，并直接送到闫金升的家中，
于是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作为新安县洛新产业集聚区管理
委员会工作人员，刘乐乐于去年10月
被派往该驻村工作队。为了帮助农户
解决实际问题，该驻村工作队经过协
调，将新安县洛新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

会更换下来的家具，以爱心捐赠的方式
送给一些脱贫户，截至目前，共为脱贫
户添置椅子、凳子、沙发、茶几等40余
件家具。

同时，该驻村工作队还发动对口帮
扶人员、爱心企业等，帮助农户售红薯
粉条、鸡蛋、面粉等农副产品，解除大家
的后顾之忧，助力乡村发展。

本报记者 仝景菁 李鹏 通讯员
高月 朱彦霖

真情关爱送轮椅 精准帮扶解民忧

“没想到一个电话，小区的停车
难题就解决了！”日前，在涧西区裕丰
花园小区，看着门前新施划的免费临
时错峰停车位，物业公司负责人潘洪
涛感慨道。

裕丰花园小区位于涧西区中州中
路与秦岭北路交叉口，因院内管网改
造施工，240 多户居民停车成了问题。

“小区本就不大，平时院里的车停得满
满当当，这次遇到管网改造施工，大
家的车更没地方停了。”潘洪涛说，小
区门外就是中州东路，非机动车道比
较宽，目前暂未施划路内停车位，考
虑到施工周期较长，居民们希望在不
影响交通的情况下，能把车暂时停在
路边。

“潘经理打来电话后，我们经过详
细了解，向涧西区城市管理局提交了
沟通函，希望对方能在裕丰花园小区
外设置一些临时停车位。”涧西区重庆
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田震说，没想到
城管部门当天就派人到小区走访，并
反馈可以施划临时停车位。

“裕丰花园小区确实存在停车难
问题。”涧西区城市管理局综合执法大
队大队长张帅说，他们实地调查发现，
因施工开挖路面，裕丰花园小区有 70
多辆车无处停放，而小区外的非机动
车道较宽，有临时停车条件。该局与
辖区交警部门论证后，向市城市管理

局打报告，申请在小区外设置免费临
时错峰停车位，以满足群众的停车
需求。

记者看到，与普通停车位不同，新

施划的免费临时错峰停车位只设起点
和终点，区间没有停车线，可满足约40
辆中小型轿车同时停放。起点位置悬
挂的停车牌十分醒目，停车区域、停车

时间、停车点负责人姓名和电话等信
息一览无遗。

“临时停车位每天 18 点到次日 9
点可免费停车，超出该时间段按违停
处理，有效期至3月30日，和小区管网
改造施工竣工时间一致。”张帅说，为
引导群众规范停车，除了制作停车牌，
该局还和重庆路街道办事处、裕丰花
园小区物业公司沟通，三方每天各派
一人，在停车高峰时段到现场督导，确
保停车有序，不影响车辆和行人正常
通行。

“想不到沟通函提交当天，我们就
收到了涧西区城市管理局的反馈，第
二天就落实到位。”田震说，群众事无
小事，停车难问题高效解决的背后，是
我市城市管理部门重视群众诉求、灵
活执法、刚柔相济的具体体现。

静态停车管理不能一刀切，要因
地制宜，在满足群众停车需求与治理
停车乱之间找到平衡点。记者从市城
市管理局了解到，自开展城市停车管
理工作以来，该局围绕群众需求，连续
推出“路内停车位夜间免费停”“15 分
钟柔性执法”“背街小巷限时免费停车
位”等创新举措，在城市停车秩序得到
规范的同时，也让群众切实享受到了
城市管理的方便和温度。

本报记者 牛鹏远 通讯员 胡惠
娟 马向颖 梁悦 文/图

一个电话，免费临时错峰停车位来了

悬挂停车牌

“洛阳市2022年志愿服务
项目大赛”启动

■ 记者昨日从市公交集团获悉，因洛阳火车站南
广场原公交发车点围挡施工，从今日起，相关线路整体
西移至解放路玄武门大街口北侧公交停车场发车，调
整方案涉及92路、201路、V6路、81路、68路、28路、
55路、D55路等线路。 （赵硕 赵承 韩菲菲）

扫码查看具体线路调整方案

优秀志愿服务项目将获得资金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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