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搁置 10 多年的房屋过户手续办了

荥阳：着力解决不动产登记中历史遗留问题
本报讯 8 月 4 日，郑州宝翔电力安装
有限公司总经理冯喜军一行前往荥阳市
行政审批大厅为荥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不动产登记中心和荥阳市审批中心送
上一面锦旗，感谢他们一个月来的辛勤付
出，为宝翔公司办理了搁置 10 多年的房
屋过户手续。
据了解，2007 年，郑州宝翔电力安装
有限公司从河南省协和实业有限公司购
入工业土地及地上附属房屋 12 幢，次年办
理了土地过户手续并取得土地使用权证，
但是房屋产权证一直未办理过户手续，造
成土地和房屋权属不一致。2019 年 6 月经
法院判决河南省协和实业有限公司协助宝
翔公司办理房产过户手续，同时宝翔公
司接到股东郑州祥和集团有限公司文
件 ，要 求 郑 州 宝 翔 电 力 安 装 有 限 公 司 7
月 30 日之前完成改制重组，以郑州祥和

集团有限公司荥阳分公司继续存续经
营。这就意味着公司要在一个月之内解
决不动产权属不一致的问题。
宝翔公司办事人员将该情况反映到荥
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该局领导高度重
视，针对此项工作召开协调会，
一是立即安
排对土地及房屋进行调查，加班加点做好
房地数据整合入库；二是协调好评估单位
做好评估，为缴纳各项税费提供依据；
三是
各业务单位积极配合并做好汇报，急企业
之所急，开通绿色通道，
涉及的相关业务人
员不分节假日，不分上下班时间为企业服
务，争取让企业按时间节点完成改制任务；
四是土地审批中心做好企业转移手续整理
的指导工作，资料整理完毕后，
土地审批中
心尽快召开业务会审批土地出让，签订补
充出让合同；五是做好不动产登记预审工
作，手续齐全立马进行登记，
发证。切实减

少申请人“跑腿”
“返功”，让业务实现无缝
衔接办结。
在依法合规的原则下尽量简化办理资
料，宝翔公司在一周内就拿到了土地转让
批复手续。随后，宝翔公司立即转战到权
证转移登记程序。在办理业务过程中，不
动产登记中心实地调查人员冒着高温酷暑
对每处建筑物进行实地勘查，窗口业务人
员耐心解答政策，积极协调资料准备阶段
遇到的疑难问题，
加班加点推进该项工作。
搁置了 10 多年的遗留问题，宝翔公司
竟然在短短 26 天时间拿到了新的不动产
登记证，荥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动产
登记中心和荥阳市审批中心采取全面梳
理、分类处置、精准指导、属地化简的处置
措施，一些沉积多年的不动产登记问题得
到有序解决。
荥阳时报 王世端 通讯员 孔惠 王莹

荥阳慈善总会举办暑期艺术公益夏令营汇报演出

童心筑梦 为爱起舞
本报讯 7 月 30 日晚，由荥阳慈善总会
联合荥阳市关工委、荥阳市妇联、
郑州小鸿
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河南中森集团、
中原
银行共同开展的“善暖童心 舞彩鸿雁”暑
期艺术公益夏令营结营仪式在正上豪布斯
卡广场举行。在结营仪式的汇报演出上，
来自荥阳京城办的 12 名困境儿童身着盛
装，向家长和市民朋友们展示在夏令营的
收获与快乐，为孩子的成长留下美好的记
忆。这也是荥阳慈善总会开展的 2019“童
乐·看世界”公益夏令营系列活动中的一项
内容。
在结营仪式上，荥阳市妇联党组副书
记王海燕为困境儿童发放礼物，河南中森
集团董事长助理、荥阳慈善总会副会长
李中贤为 6 位志愿者老师发放荣誉证书。
在汇报演出上，12 名困境儿童表演了
多个节目，有舞蹈展示、歌曲表演、武术表

演等，孩子们由初进课堂的紧张、羞涩、哭
泣到后来的坦诚相待，由彩排时害怕的泪
水到最后大方自信地展示自己，他们收获
的有快乐、有自信、
有阳光。
学生发言代表徐祥祐说：
“我真的非常
感谢慈善总会的叔叔阿姨们能够提供这次
机会，也感谢各位老师的辛勤授课，
让我学
习了很多课本以外的内容，第一次上台表
演，让我收获了自信。
”
据了解，此次夏令营的课程安排是声
乐、武术、
国学、
儿童礼仪、
安全教育、
舞蹈、
绘画等 7 类课程，共计 14 节课时，
任课老师
都是各行业的专业老师，也是荥阳慈善总
会的荥善志愿者。
荥阳慈善总会工作人员介绍说，本次
活动是荥阳慈善总会 2019 年关爱困境儿
童公益夏令营系列活动之一，旨在通过慈
善的力量联合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爱心企

业、社会机构陪伴孩子们寻找欢乐、自信、
独立，
以直观、
立体、
丰富的夏令营生活、
学
习、交流活动，培养困境儿童自我生存能
力、
自我保护意识等生活技能，
从小树立正
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同时唤醒社会各界
对这一困难群体的关注。
荥阳时报 王世端 通讯员 王佳 文/图

荥阳供电公司
做好校园安全用电卫士
本报讯 8 月 7 日，荥阳市供电公
司组织各供电所员工深入辖区中小学
校，
开展安全用电检查，
全面消除学校
用电设施受高温、暴雨等恶劣天气影
响产生的用电隐患，确保荥阳市中小
学校新学期用电无忧。
新学期即将到来，针对暑期中小
学校用电设施闲置、安全隐患增多的
情况，荥阳供电公司提前对供电区中
小学校进行安全用电“体检”，排查学
校供电线路及用电设施，确保学校安
全可靠用电。该公司工作人员对校园
内教学楼、
办公楼、
食堂和宿舍内的电
力线路、设备等进行全面系统排查维
护，
重点对学校变压器、
配电房等故障
多发点进行认真检查，对线路设备老
化、插座开关接触不良等安全隐患进
行处理，
义务更换线路老化、
破损以及
不符合标准的开关、
插座等用电设备。
此外，该公司志愿者对学校安全
用电管理给予帮助和指导，
在教室、
走
廊等处的醒目位置张贴《安全用电常
识》
《安全用电宣传画》，引导学生杜绝
攀爬变压器、
电杆或电力线下放风筝、
掷异物等行为，
远离涉电安全风险，
为
师生营造浓厚的安全用电氛围，提高
大家的安全用电意识。
据悉，针对学校用电的特点，荥
阳供电公司将继续不定期开展“绿色
安全用电进校园”等活动，为学生发
放绿色安全用电知识手册，向学生普
及和宣传安全用电、节约用电、环保
用电的常识，积极营造良好的校园用
电氛围。
荥阳时报 王世端 通讯员 王莹

社区免费培训书法
居民自家门口学艺

荥阳市贾峪镇今年危房改造已全部竣工
本报讯“多亏了国家的扶贫政策，
没有政府的帮助，我们根本住不上新房
子。”荥阳市贾峪镇高河村四组困难残疾
人薛建民高兴地对记者说。
今年来，贾峪镇党委、政府紧紧围绕
“两不愁、三保障”目标要求，坚持把危房
改造工作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一

件民生大事来抓，多措并举，全方位推进
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目前，贾峪镇 2019
年危房改造 3 户的目标任务已全部完
成，竣工率 100%，按照 D 级农村危旧房
改造政策，给予每户 2 万元的建房补贴。
据了解，除了薛建民之外，石碑沟村
庄沟组宋万岭、赵家坡组宋官军属于困

难残疾人家庭，由于无劳动能力，成了村
里的“老单身汉”，原住房屋面积小，土木
结构，剥蚀严重，他们没想到在政府的帮
助下拥有了属于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个新
房子。看到自己的家旧貌换新颜，他们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记者 姚辉常 通讯员 王伟萍

荥阳市公路管理局 扶贫在路上 责任在心中
本报讯“看着这条修到家门口的水
泥路，心里别提多开心了，以前只要一下
雨，都没法走人，老人小孩滑倒的事情经
常有，现在好了，以后下雨出门连雨鞋都
不用穿了。”8 月 11 日，刘河镇架子沟村
村民看着刚刚修好的水泥路高兴地说。
惠民是精准扶贫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群众脱贫无小事，关键是实事实办，
抓好落实。刘河镇架子沟村村民生产、

出行都要经过这条路，多年来，这条泥巴
路 严 重 制 约 了 人 们 的 出 行 、生 产 和 生
活。为解决群众出行难问题，8 月 10 日
至 11 日，荥阳市公路管理局班子成员在
党总支带领下，又一次放弃节假日，挑灯
夜战把“水泥路”
变成水泥路。
荥阳市公路管理局安排专班人员对
刘河镇架子沟村约 1000 平方米的泥巴
道路进行水稳层铺设整修。此次施工，

共出动施工人员 50 余人次，出动挖掘
机、压路机、平地机、装载机、自卸车等机
械车辆 7 台。
8 月 11 日 23 点，此道路修复完毕。
这条便民路的修建，极大地解决了群众
雨天出行难的问题，必将引领着当地群
众走上一条脱贫致富路。
荥阳时报 王世端
通讯员 秦文利

本报讯 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为辖区书法爱好者提供更好的学习
交流平台，8 月 6 日，荥阳市京城路街
道举办首期免费书法培训，开班当天
就迎来了 40 多名书画爱好者前来拜
师学艺。
培训班设在京城路街道百合路社
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三楼多功能室，
根据学员对书法知识的掌握认知能力
和年龄结构，分别成立少年组和成年
组。每周二、周四开课，9:00~10:30 为
少年组，
16:00~17:30 为成年组。
课堂上，
汪白龙、
崔向前老师分别
以褚遂良、欧阳询楷书作为入门的基
础教程，从执笔的姿势开始，讲解起
笔、行笔和收笔过程中藏锋、中锋和
侧锋等笔法的实际运用。通过演示
点、横、撇、捺具体用笔技巧，逐步培
养居民对书法的兴趣，实现修身养性
的目的。
此次公益活动培养了辖区居民学
习书法的兴趣爱好，活跃了社区居民
精神文化生活，
提高了公民素养，
更从
实践中塑造和培养了辖区居民对中华
民族的文化自信。
记者 姚辉常 通讯员 郑鸿斌 柴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