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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业主：
您好！北龙湖金茂云庭1#、2#、3#、5#、7#住宅，合同

约定交付时间为2021年6月30日的21户（因不可抗力因
素影响顺延 2+1.5个月）现已达到交付使用标准，定于
2021年10月16日~10月17日交付，请携身份证、购房相
关资料等到北龙湖金茂云庭项目办理点办理交房手续。

咨询电话：0371-88917266。
郑州茂辉置业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13日

郑州北龙湖金茂云庭交付公告

您有诉求，我来督办
噪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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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扫描二维码下载“心通桥”
客户端，将问题反映给我们。

扫码下载
“心通桥”客户端

过去一周（9月27日~10月10日），“心通桥”的热
帖，相关部门是如何回复的？各县（市）区回复情况如
何？“心通桥”联合正观新闻开设“观观督办”专栏，组建
观观督办团，帮助解决群众的困难事、烦心事。

1.网友反映：高新区阳光馥园小区内，有人非法砍伐
树木，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核查。

观观督办：正观新闻记者来到高新区阳光馥园小区，
刚进入小区内就看到大量的松树树枝堆放在道路东侧，旁
边还摆放着一台树枝粉碎机，占据了半个车道，现场未有
工作人员。

随后记者来到小区 2号楼东侧，看到地面残留着 2棵
直径约 40厘米的树桩，原本应为树木生长的地方现在停
满了机动车，不仔细查找，很难发现。

记者问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崔女士，砍伐树木是否得到
相关部门审批时，崔女士表示需要联系物业经理郑先生。
随后，记者拨通了郑先生的电话。“没有报备，也没有相关
手续，因为害怕影响居民的正常生活，我们就自己组织工
作人员进行解决。”郑先生说。

正观新闻记者将此事反映至高新区城市管理局。没
多久，该单位执法人员便到达该小区，经过 30多分钟的走
访调查，执法人员对小区内伐树情况进行拍照取证。

“经过初步勘察，小区内有 3棵树木被砍伐，已对涉事
单位下达了《责令停止（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要求禁止
再砍伐小区内其余树木。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对此案进
行调查。”该单位执法人员说。

2.网友反映：二七区煤厂北拐路面施工电缆入地工
程，至今两个月了路面仍然没有恢复，给居民出行带来
不便。

观观督办：在西后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门口，记者看
到由于此处横在路中间的坑道较深，快递三轮车途经此处
时，轮胎陷入其中，快递员只能下车艰难推行。

走访中，记者还发现在煤场北拐与铭功路交叉口向西
50米，宽约6米的煤厂北拐道路被挖开了约1.5米，形成较
大面积的坑道，加之东半侧道路被黄色水马占据，居民通
行此处十分“拥挤”。

二七区铭功路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宋女士告诉记
者，煤场北拐前期因为线缆入地工程进行施工，原计划于
10月 1日前将路面进行恢复，由于近期郑州多雨，无法进
行浇灌混凝土，导致施工拖延。目前已经督促施工方尽
快完工。

观观督办

已回复热帖

1.网友反映：文化路英才街交叉口的第二附属小学早
上放歌的声音太大扰民，希望有关部门可以协调下把声音
调得小点。

惠济区教育局回复：针对市民所反映的问题，学校将
做出相应调整。降低校园广播系统的音量，在保证日常教
育教学活动的同时，尽量避免对周边居民生活造成影响。

一周数据
9月 27日~10月 10日，心通桥网络问政平台接到诉求

435件，各职能部门回复 274件，办结 272件。其中，民生
生活类诉求最多，占总量的 65%，排名第二的是交通出行
类占15%，教育公平类占8%，医疗社保类占1%，公共设施
类占5%，供暖问题类占6%。

心通桥民意排行榜
（9月27日~10月10日）

本报讯（记者 秦华 文 李焱 图）近日，
中国博物馆热搜榜发布 2021年第三季度
全国热搜博物馆百强榜单，107家受到网
友高频搜索的博物馆上榜，河南有 5家博
物馆位列其中，郑州博物馆新馆连续第二
次入围这份重量级榜单。

“中国博物馆热搜榜”是中国博物馆
领域首个综合性“热度”推介榜单。该榜
单按展览、公众、传播、品牌，综合百度指
数、微信指数、新榜指数、发布指数、阅读

指数、临展指数、参观量指数等 20项指数
为评价依据，不仅体现各博物馆受网友关
注的程度，也对当前博物馆行业的发展现
状和潜力提出参考。

河南 5 家上榜的博物馆分别是河南
博物院、郑州博物馆、洛阳博物馆、中国文
字博物馆、开封市博物馆。其中，河南博
物院以4.25指数高居全国第五，郑州博物
馆、洛阳博物馆均以 3.25指数位居全国第
44，中国文字博物馆、开封市博物馆为新

入榜全国百强博物馆。
河南博物院自去年9月底主展馆新妆

呈现实力“圈粉”，到去年年底“考古盲盒”
火爆全网，今年年初作为《唐宫夜宴》灵感
来源地吸睛无数，之后又上榜全国清明十
大热门景区、河南最热十大景区，并入选
2021年度“全国最具创新力博物馆”……
近年来，河南博物院将博物馆高质量发展、
精细化管理、体验式服务的创新理念和举
措不断推向新高度，使得河南博物院这一

“资深网红”热度不减，频频“出圈”。
郑州博物馆新馆于 4月 30日正式开

馆，曾在2021中国（郑州）黄河文化月举办
期间重磅推出“黄河珍宝——沿黄九省
（区）文物精品展”，受到全国瞩目。新馆开
馆以来，除常设各种主题展，还开展丰富多
彩的社教活动，牵手世界顶级博物馆推出

“微观之作——英国 V&A博物馆馆藏吉
尔伯特精品展”，国庆长假期间，还开通了
视频号，带全国观众一起云欣赏馆藏文物。

全国博物馆热搜百强河南5家上榜
郑州博物馆新馆连续两次入围

河南博物院游人如织郑州博物馆新馆时尚大气

河南省第十四届运动会将于 2022 年
在洛阳举办。10 月 12 日上午，本届省运
会主题口号、会徽、吉祥物发布会在洛阳
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这也标志着本
届省运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到冲
刺阶段。

2020年 9月 20日至 10月 20日，河南
省第十四届运动会洛阳市筹备委员会面向
社会公开征集河南省第十四届运动会会
徽、吉祥物设计图和主题口号，得到社会各
界高度关注并踊跃参与。经专家组认真评
审，最终确定了本届省运会的主题口号、会
徽、吉祥物。

河南省第十四届运动会以“奋进河南
新时代 健康中原更出彩”为主题口号。名
为“腾飞”的会徽以草书“洛阳”为主体，同
时融入“豫”的首写字母“Y”、“洛阳”的首写
字母“LY”、绽放的牡丹花、数字“14”、彩
带、祥云、浪潮、吉祥鸟等元素组合造型，线
条有机地演变成熊熊燃烧的运动圣火映照
下奔腾的河流和激情腾跃的运动员形象，
突出河南洛阳浓厚的人文底蕴以及第十四
届省运会的文化内涵。象征“十四届”的主
导的数字“14”以书法笔韵挥洒而出，线条
舒展奔放，大气磅礴，饱含运动的激情与朝
气，象征河南省运动事业的发展步伐和广
阔的发展前景，彰显河南省体育健儿继承
和发扬“更高、更快、更强、更和谐”的奥林
匹克精神。

会徽整体如同“OK”的姿态，寓意美好
未来以及对办好省运会的信心和美好祝
愿。顶端熊熊燃烧的运动圣火，渲染了竞
技赛场火热氛围，体现河南洛阳源远流长
的历史文化和厚重的文化底蕴。红黄蓝绿
的搭配鲜艳醒目、和谐亮丽，富有鲜明的时
代气息和蓬勃发展的新面貌。蓝色寓意力
量与创新；黄色象征着无限的活力与激情；
绿色寓意着低碳、环保，象征着蓬勃的发展
生机；红色寓意古都灿烂的历史文化。

与主题口号、会徽同时亮相发布会的
还有本届省运会的吉祥物，名为“洛洛”“阳
阳”的两个可爱的卡通人物。它们的设计

造型以“牡丹花”“帝龙”结合“火炬、洛阳古
城、数字14、黄河之水、运动人形、点赞大拇
指、伊河洛河、吉祥纹样、微笑奔跑”等元素
为创意构思点，通过艺术拟人化处理结合
中国吉祥娃娃的特性，塑造出活泼可爱、活
力十足的运动卡通形象，体现深厚的河南、
洛阳文化底蕴以及伊河洛河流域地域文化
特点。

“洛洛”“阳阳”阳光亲和、健康活力，手
拿火炬，伸出点赞大拇指、向前奔跑、充满
勃勃生机、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体现奥林
匹克精神、中华体育精神，凸显河南全民健
身和竞技体育特色，展现对享受健康生活

的美好愿望，彰显“特色省运、健康省运、精
彩省运、惠民省运”的体育盛会特色，时代
体育运动和文化圣城、十三朝古都洛阳地
域文化的无穷魅力。

河南省第十四届运动会是“十四五”期
间我省举办的第一次大型综合性运动会，
是我省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一件大事，
是贯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广泛开展
全民健身活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
实际举措。

参加发布会的省体育局局长万旭表
示，在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和第十四届
全运会上，我省体育健儿顽强拼搏，取得奥
运奖牌2金 1银，全运会竞技体育项目奖牌
16 金 11 银和 17 铜并荣获体育道德风尚
奖，实现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
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为我省增添了光彩。
在奥运、全运的感召下，全省范围内迅速燃
起了全民关注体育、参与体育、享受体育的
热烈氛围，为第十四届省运会的举办注入
了强大活力、营造了浓厚氛围。第十四届
河南省运动会会徽、吉祥物、主题口号的发
布，将进一步推进第十四届省运会的宣传
力度，提高本届省运会的社会影响力，有利
于营造全省人民热爱体育、崇尚运动、健康
向上的良好风气和全社会珍视健康、重视
体育的浓厚氛围，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参与
迎接本届省运会召开的热情。

本报记者 陈凯

河南省第十四届运动会主题口号会徽吉祥物发布

新华社伦敦10月11日电（记者 张薇）德国队
11日客场 4∶0轻取北马其顿队，意味着他们提前两
轮确定小组头名位置，第一个从2022年世界杯足球
赛欧洲区预选赛中出线。俄罗斯和荷兰队则在全取
3分后领跑各自小组。

此前6胜 1负的德国队面对北马其顿队，上半场
并未能有所作为。不过，易边再战仅 5分钟，效力于
英超切尔西的哈弗茨接穆勒助攻打空门得手，为德
国队打破僵局。此后，哈弗茨的切尔西队友维尔纳
在第70和第73分钟连下两城，替补维尔纳上场的拜
仁小将穆夏拉第 83 分钟打入个人国家队首球，为

“德国战车”将比分定格在4∶0。
由此，德国队提前两轮确定 J组头名位置，成为

第一个获得卡塔尔世界杯入场券的欧
洲球队。欧锦赛后从勒夫手中接过德
国队教鞭的弗利克赛后说：“我们这个
赛季 5战 5胜，你不得不对球员们的态
度表示赞赏。”

同日，俄罗斯队凭借上半场的两粒
进球客场 2∶1击败斯洛文尼亚队，同在
H 组的克罗地亚队主场 2∶2 战平斯洛
伐克队。俄罗斯队由此以 2 分优势领
跑该小组，俄罗斯队与克罗地亚队争夺
小组头名的战斗还要继续，两队第九轮
分别对阵塞浦路斯和马耳他队，最后一
轮将直接碰面。

G组中，荷兰队开场 9分钟后便由
后卫范迪克力拔头筹，随后德佩独中两
元。再加上邓弗里斯、丹朱马和马伦的
下半场进球，“橙衣军团”最终主场 6∶0

大胜弱旅直布罗陀队。
不过，挪威队主场 2∶0力克黑山队，意味着他们

在还剩两轮的情况下与G组“领头羊”荷兰队只有 2
分差距。客场 2∶1击败拉脱维亚队的土耳其队同样
也没有退出小组前两名的争夺，他们以 15分暂列第
三，落后挪威队2分。

世预赛欧洲区第一阶段每组头名共 10支球队
直接出线。十个小组第二与两支通过欧洲国家联赛
排名确定的球队进入第二阶段比赛，决出另外 3个
出线名额。

世预赛欧洲区：德国率先晋级

德国队
穆勒（右）在
比赛中

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 秦华）昨日，豫剧电影《新桃花庵》郑州首映式
暨专家研讨会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举行。电影主创人员出席首
映式，并与现场数百名观众一起观看电影首映，分享台前幕后
的故事及感受。

豫剧电影《新桃花庵》是豫剧崔派艺术传承发展的又一丰硕
成果，由王雪鹏、廉玉柱执导，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豫剧崔派）
艺术传承人张宝英、青年豫剧名家吴慧霞领衔主演。相比舞台
剧，电影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与时俱进、锐意创新，在故事情节、
人物走向、唱腔特点、音乐风格等方面都有所改动和调整。

在观影过程中，现场观众纷纷被故事情节吸引，时而为唱
腔鼓掌，时而为人物表演叫好，时而为角色的凄苦命运落泪，特
别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宝英与弟子吴慧霞联手演绎的一
段对手戏，最让观众印象深刻。

本报讯（记者 秦华）10月 11日晚，由河南省文旅厅主办，
河南省文化艺术研究院承办的 2021年度河南省省级公共文化
服务专项资金项目“青年艺术人才扶持”——《潜行——杨浥堃
作品专场演出》及研讨会在郑州举行。

“河南省青年艺术人才扶持”计划自 2016年实施，是河南
省文化和旅游厅针对45周岁（含）以下的优秀青年艺术人才，帮
助其立戏、创作、宣传、推介的计划，杨浥堃是该计划推介的第
30位青年艺术家。

专场演出包括杨浥堃过去六年创作的三部小剧场戏剧《跳
墙》《五脊六兽》《天黑得很慢》的片段，题材各异、一戏一格。

豫剧电影《新桃花庵》郑州首映

青年艺术人才扶持项目
聚焦本土青年戏剧家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记者 林德韧 苏斌）CBA（中国男
篮职业联赛）联盟 12日在北京举行了 2021—2022赛季新闻发
布会，宣布新赛季将于本月16日在浙江省诸暨市开赛。

CBA 联盟在本次发布会上公布了全新品牌主张“忠于所
爱”，再次升级了品牌主视觉，并与北京工美艺术研究院跨界合
作，基于“至上荣耀”的主题，围绕“圆”与“方”的理念设计推出全
新总冠军戒指。

结合目前疫情防控形势，2021—2022赛季 CBA联赛常规
赛将设 38轮，上赛季参赛的 19家俱乐部以及新加入的宁波富
邦共 20支俱乐部球队将按照双循环赛制进行比赛。常规赛分
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将采取赛会制，于 10月 16日至 11月 14日
在诸暨进行；第二阶段比赛拟于12月 25日至 2022年 1月 28日
进行；第三阶段拟于2022年 3月 30日至4月 21日进行。

2022 年 CBA 全明星周末拟于 2022 年 3月 26日、27日举
行。季后赛计划于 2022年 4月 24日开始，常规赛排名前 12的
球队将进入季后赛，赛制为 12进 8、8进 4、半决赛和总决赛，最
晚于5月 20日结束。据介绍，在严格执行国家和赛区疫情防控
要求的前提下，部分场次将向观众开放。

新赛季CBA联赛即将启幕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日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奥林匹
克频道开播上线专家座谈会在北京举行。该频道将是全球首个
24小时上星播出的4K超高清体育频道。

奥林匹克频道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奥委会战略合作
的成果。作为国际上首个以 4K超高清和数字平台同步播出的
体育频道，包含央视奥林匹克电视频道和数字平台。与会代表
围绕奥林匹克频道内容创作、技术应用、平台建设、事业发展等
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和广泛交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奥林匹克频道将开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