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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冲位于云南省西部，国土面积 5848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68.6 万，冬春天朗气清，气候暖和，夏秋晴雨
相间，凉爽宜人，年平均气温 15.1℃，最高气温 28℃，最低气温 0℃。 境内森林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
73.9%，空气质量良好，负氧离子平均含量每立方厘米 3827 个，最高达 38000 多个，PM2.5 常年小于 10，是
一个“天然大氧吧”，被誉为“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之一”。

腾冲是中国大陆现有的火山地热温泉并存区，是中国三大地热区之一，有 99 座火山、88 处温泉。 据研
究，腾冲温泉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拥有我国 12 种医用矿泉中的硫磺泉、硫化氢泉、硅酸盐泉、
氢泉等 8 种。

腾冲机场 2009 年 1 月建成通航，累计开通 24 条航线，2018 年运送旅客 117 万人次，2019 年 8 月 29
日将开通腾冲至太原直达航班。 立体式的交通网络，使腾冲在中国面向南亚开放中的区位优势更加突出。

随着腾冲“世人向往的宜居宜业宜游健康生活目的地”的建设发展，山西建工、世纪金源、碧桂园、华侨
城、嘉润置业、中森置业、宝能集团、凤凰保集等知名企业纷纷入驻，助力腾冲发展。

腾冲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将于 8 月 27 日在云南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http://www.bszwzx.gov.
cn/tdcr-web/）公开拍卖出让位于腾冲市西山坝新城区城镇住宅用地三宗，有意竞买者即日起可向腾冲市土地
收购储备中心咨询（联系电话：0875-5169310，联 系 人：陈保顺），或登录中国土地市场网（http://www.
landchina.com）、腾冲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公共服务系统（http://www.tcsggzyjyw.com）查看详情。

欢迎您到腾冲旅游观光，投资置业。

云南腾冲———旅游定居美丽天堂 投资置业理想之地 郑州地区 2019 年小麦最低收购价第一批收储库点名单
所属辖区 收储库点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中 央 储
备粮 郑
州 直 属
库有 限
公司

中 央 储
备 粮 新
港 直 属
库 有 限
公司

河南郑州兴隆国家粮食储备库

河南郑州中原国家粮食储备库

河南省粮工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

河南嘉鑫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中牟直属库

河南省粮油对外贸易有限公司新郑薛店储备库

河南郑州中原国家粮食储备库新郑分库

河南新郑国家粮食储备库东库

河南新郑国家粮食储备库西库

新郑 0一二五河南省粮食储备库

郑州市惠济区南阳路北段粮仓路 1号

郑州市管城区城东南路 13号附 1号

中牟县商都大道中段

中牟县官渡镇十里铺村北

新郑市薛店镇京广铁路豫 04

新郑市神州路

新郑市和庄镇庆安路南

新郑市烟厂大街 329号

新郑市郭店镇南街

63737687

66831009

62362036

13938539515

13783620528

13700881785

13608677222

13608677222

13603988018

一周问政概况
8月5日~11日，心通桥网络问政平台

接到的有效诉求中，公共设施类诉求最
多，占总量的44%，排名第二的国土资源
类占28%，咨询类占9%，教育公平类与交
通运输类均为3%，其他类占13%。
网友关注热点话题

一、路灯不亮问题
1.金水区文博西路路灯不亮，周边

多学校和小区，给市民造成不便。
2.中原区建设路西三环、绕城高速

路灯不亮，影响市民出行。
3.二七区行云路郑航北街附近几条

路路灯不亮。
4.二七区嵩山路政通路以西的路灯常

年没有亮过，给市民夜晚出行造成不便。
二、占道经营问题
1.管城区紫辰路银莺路交叉口每晚

都有小商贩占道经营，造成堵车，并使
用高音喇叭宣传扰民。

2.二七区勤劳街汝河路至淮河路段
的健康步道，每天 5至 7点有大量商贩
占道经营，严重影响市民晨练。

三、小区垃圾无人清理问题
1.中原区工程厂家属院 37号楼附

近垃圾成堆，无人问管。
2.管城区紫辰路滨河花园小区，二

号楼北边垃圾成堆无人管理。
3.金水区经八路 11号院脏乱差，无

人管理。
四、道路管养问题
1.上街区科学大道（洛宁路至荥阳

界路段）与工业路（洛宁路至淮阳路路
段）坑洼不平，影响居民出行。

2.荥阳市乔楼镇塔山路南段中国移
动孙成营业厅北侧的道路存在着严重
的积水问题，给市民出行造成不便。

3.中原区秦岭路与棉纺路交叉口暴
雨后地面窨井盖返流地下污水油泥，致
使地面湿滑，多辆电动车在此路口摔倒。

网友盼回复
1.2019年新密市慢性病补助政策怎

么办理？都包含哪些病 ？（网友
“worldabc”3月11日发帖至新密市）

2.二七区棉纺东路 66号院鑫苑国
际城市花园37号楼2单元5楼西户开办
辅导班，影响居民生活。（网友“666_xtq”
3月25日发帖至二七区五里堡街道办）

4.郑州市金水区丰产路 90号院，小
区无物业，无人管理，多名住户家里下水
管堵塞漏水。（网友“郑州热心市民111”6
月3日发帖至金水区丰产路街道办）

5.郑州市高新区樱花街帝苑别墅一
期，23号别墅占用公共绿地，151号别墅加
盖，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网友“ab210311”
7月16日发帖至郑高新区梧桐管区）

心通桥好声音
梧桐新语社区违建阳光房
督办最终拆除

网友“owl26”以《中原区梧桐新语社
区 3-1-405违章阳光房长期得不到解
决》为题在中原网心通桥发帖，投诉中
原区梧桐新语社区3-1-405违章阳光房
长期得不到解决。

8月6日下午,心通桥督办员到现场
查看后,与中原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取得联系。中原区城市管理局桐办执
法中队接到投诉后，立即安排执法人员
联合桐柏路街道办事处和物业公司对
现场进行勘查，认定确为违章建筑，并
于8月9日下午将该违章建筑拆除。

郑东新区胡辣汤店占道经营
督办予以清理

网友“艾特我”在中原网心通桥发
帖，投诉郑东新区众意路与地润路交叉
口向东100米路南有家胡辣汤店占道经
营特别严重，多次反映无人治理。

8月6日上午,心通桥督办员在现场

看到，胡辣汤店在门前绿地上违规摆放
桌椅供食客使用。心通桥督办员随即
与郑东新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取得联系。

8月7日上午,联盟新城社区网格长
联合如意湖办事处城管办前往现场进
行处理，告知商户严禁占道经营的规
定，并将外面摆放的桌椅予以清理。

苗圃小区居民违规安装地锁
街道办事处回复

网友“白大爷”在中原网心通桥发
帖，投诉二七区福华街苗圃小区内安装
汽车地锁，把公共场所当成自家车位，
多次反映社区无人管理。

福华街街道办事处接到投诉后，派
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确认,于 7月 31日
回复：苗圃小区属铁路老旧小区，现院
内由铁路局新晖物管站管理。为解决
苗圃小区院内地锁反复安装、小区安全
等问题，现正在小区大门处安装智能门
禁，便于秩序化管理。前期联合执法中
队、派出所人员进行集中拆除地锁过程
中，院内居民反映较为强烈，致使地锁
拆除难度大，且小区内三供一业未移交
完毕，社区工作人员与苗圃新晖物管站
积极进行协调，对小区内地锁等问题规
划管理。

您有诉求，我来督办
噪声扰民、占道经营、停车乱收费、

道路不通、路灯不亮……如果您遇到这
些烦心事，可通过以下方式获得帮助。

心通桥民意排行榜（8月5日-8月11日）

网友盼文博西路等多条道路路灯亮起来

心通桥是郑州市网络行政平台，自2011年10月27日正式上线运营，
已受理市民网友投诉超13万件，成为郑州市各级部门倾听民声、汇聚民
智、排解民忧、提升工作效能的有效平台。为更好地发挥心通桥的前置平
台作用，更广泛收集民意，听取民声，畅通郑州市各级社会管理部门与广大
人民群众沟通的渠道，我们特在郑州日报、郑州晚报开设心通桥专栏，把每
周市民关心的问题，回复办结的情况予以公布。

过去一周（8月5日~11日），网友最关注哪些问题？各县市区回复情
况如何？哪些帖文网友还在期盼回复？请看中原网心通桥管理员的梳理
和详解。

安装ETC后优惠政策有变化？
交通部门回应来了
豫A小客车走郑州周边
ETC免费站点仍为38个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倩）日前，
关于安装ETC可在部分高速公路免费通行的
消息在朋友圈热传。昨日，记者从省交通运
输厅了解到，今年 7月 1日起，对ETC车辆用
户执行5%的通行费基本优惠政策，豫A牌照
小客车（七座以下）郑州周边高速公路免费站
点仍为38个。

装了ETC，有哪些优惠？

省交通运输厅今年 6月份印发《关于加
大对ETC车辆通行费优惠力度的通知》，根据
交通运输部相关要求，经省政府同意，决定自
今年 7月 1日起，对ETC车辆用户执行 5%的
通行费基本优惠政策，并实现对通行本区域
的ETC车辆无差别基本优惠。

这也意味着，ETC用户在河南省高速公路
将统一享受到车辆通行费九五折的优惠政策。

同时，从 7月 1日起，对现行货车ETC用
户由九九折优惠提高到九五折。

此外，从 2020年 1月 1日起，除国务院另
有规定外，各类通行费减免等优惠政策都将
依托ETC系统实现。

豫A小客车免费站点仍为38个

绕城高速 22个站点：沟赵站、惠济站、西
三环北站、文化路站、花园路站、郑州柳林站、
东三环北站、郑州新区站、郑州圃田站、航海
路站、南三环站、东三环南站、轩辕故里站、十
八里河站、大学南路站、侯寨站、樱桃沟站、陇
海西路站、中原西路站、豫龙站、科学大道站、
莲花街站。

京港澳高速 8个站点：京港澳高速薛店
站、新郑站、双鹤湖站，商登高速园博园站、新
郑新区站、新村站，郑尧高速新郑西站、轩辕
丘站。

郑少高速 7个站点：郑州西南站、新密
站、新密北站、新密西站、唐庄站、登封东站、
登封西站。

郑州南站：郑州南站虽不在绕城高速，但
自从绕城高速对豫A小客车免费以来，郑州
南站一直纳入在绕城高速免费体系之内。

提醒：郑州这段高速路ETC要收费

需要注意的是：机场高速的北起点虽然为
郑州南收费站，但机场站并不在免收费站点内，
因此，豫A小客车从郑州南收费站上了高速，从
机场收费站下高速，仍会收取过路费。扫码下载“心通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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