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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夫妇同签器官遗体捐献书
获评 10 月份“安徽好人”

本报讯 日前，经专家委员和公众代
表推荐评议，10 月份“安徽好人”榜单揭
晓，我市蒙城县篱笆镇刘庙村，同签器官
遗体捐献书、不忘初心感恩回报社会的刘
峰、李淑兰夫妇入选。
今年 51 岁的刘峰，是一名有着 27 年党
龄的老党员。2016 年他被诊断为吉兰-巴
雷综合征。“这个病到多个医院查，结果都
是一样的，没有好的特效药，住院都是缓
解病情。”妻子李淑兰介绍，自己身体也不
好，是名宫颈癌患者，由于受重大疾病的
困扰，巨大的医疗开支导致家庭经济一度
十分困难。
村“两委”干部听说到刘峰的家庭情
况后，于 2017 年将他们纳入建档立卡贫困

户。“我是一名党员，有好的政策要先让更
需要的群众享受，所以从来没有主动申请
过。”刘峰说，当村干部将他列为帮扶对象
时，经常上门嘘寒问暖，他很感动。
长时间的治疗并没有让刘峰的病情有
所好转，想到生病期间党和政府的照顾，
刘峰和妻子一直思考着如何回报这样的关
怀。“我喜欢看报纸和电视，经常看媒体宣
传，有人捐献遗体或者器官帮助他人。”刘
峰说，了解过政策后，他就立刻和老伴儿
商量，决定进行遗体捐献。
这个想法得到了妻子李淑兰的支持，
并决定和他一起捐献。随后，夫妻二人将
想法告诉了正在某解放军部队服役的儿
子，儿子起初并没有答应。“我就给儿子

说，你在部队好好干，能为国家做出贡
献，就是对我们最好的孝顺了。”刘峰说，
他和妻子捐献遗体的想法十分坚决，反复
和儿子沟通后，终于得到了儿子的支持。
今年 7 月 4 日，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来到
刘峰的病床前，正式办理完捐赠手续，见
证了身为老党员的他和妻子一起，将大爱
传递出去。刘峰夫妇捐献遗体事迹得到广
泛的关注，他们的大爱也感动着身边的
人。“这没啥值得表扬的，我是党员，困难
的时候党和政府一直想着我，我也要做到
党员的代表性。”刘峰说，签下了志愿书，
也就完成了他和妻子最大的心愿，面对病
痛也充满了勇气。
（记者 李锦文）

12辆超载超限货车被查

执法人员正在检查夜间过境大货车

吴梓骞：
“勤学创新”好少年

范

身边的

吴梓骞是我市谯城区拂晓小学五年级
学生，11 岁的他，脸上总是挂着自信的微
笑，明亮的双眸透着聪慧。他勤于学习，
善于创新，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践行着勤学
创新美德少年的精神内涵。
吴梓骞的学习成绩一直在年级里名列
前茅。课余时间里，他兴趣非常广泛，学

本报讯
12 月 4 日至 5 日，市治超办
组织相关力量在蒙城和涡阳交界处进行专
项治超行动，查获超限超载车辆 12 辆。其
中，有 10 辆超限 100 吨以上。
专项行动前，市治超办组织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三大队、市公路局治超站、市运管
处、谯城区交通运输局、蒙城县治超站和涡
阳县交通运输局等单位的共 50 余名执法队
员，在涡阳和蒙城交界地带，开展了夜间专
项治超行动。
12 月 5 日凌晨 1 时 30 分许，在 307 省道
蒙城县境内，执法人员发现不断有满载货
物的大货车从该县东南方进入蒙城。
“ 这一
辆车拉的货物都在 100 吨以上，加上车自身
的重量，能达到 160 吨左右。”一位要求匿名
的知情人向执法人员介绍，这些车辆一般
都是十几辆车“组队”而行，由蒙城去往涡
阳、太和以及阜阳等地。
执法人员跟随一队大货车一路驶向涡
阳，在两县交界处，这些大货车被执法人员
拦停。据了解，此行动共查扣超限超载车
辆 12 辆。执法人员介绍，一般情况下，四轴
货车的载重量为 35 吨，五轴货车为 43 吨，
六轴及六轴以上为 49 吨。而这 12 辆货车
中，超限 100 吨以上的就有 10 辆。
执法人员介绍，他们将继续不定期开
展专项行动，严厉打击货运车辆的超载超
限行为。
（古田 记者 蒋加磊）

习了书法、绘画。除此之外他还参加了播
参加了亳州文化旅游年小小解说员。他认
音主持培训班，多次代表班级和学校参加
真学习家乡的历史文化，讲解中，还通过
演讲比赛，先后获得 《药都时空》 少儿才
历史小故事、有奖问答等方式，让自己的
艺大赛语言类一等奖，市“环保杯”小学
讲解充满乐趣和吸引力，受到游客的好
生演讲比赛三等奖，市第三届“传承国学
评。2017 年，他被亳州市文化旅游局聘请
圆梦中华”知识竞赛小学组第三名，谯城
为“小小讲解员”。
区“课文朗读大赛”一等奖等多项荣誉。
在父母眼中他孝顺懂事，在老师和同
吴梓骞善于钻研，平时很喜欢动手尝
学们眼中，他富有爱心。虽然仅有 11 岁，
试新鲜事物，他在花盆里养花，观察植物
但他已多次参加扶贫捐款和志愿活动。在
生长的过程，并图文并茂写成日记。他养 “第三届亳州市美德少年”评选中，吴梓
了喜欢的小宠物，观察它们的生活习性， 骞 被 授 予 “ 勤 学 创 新 ” 美 德 少 年 荣 誉 称
拍成小视频与同学们分享。
号。
（记者 曾莹莹）
为更好地宣传家乡亳州，吴梓骞报名

爱心志愿者
为环卫工送温暖
“戴上志愿者们送来的围巾和手
套，不仅能抵御寒冷，心里也觉得非常
温暖。”12 月 4 日，在市区马场街做环卫
工的张大姐高兴地对身旁的同事说
道。据悉，本周中，我市将迎来雨雪和
冰冻天气，来自市木兰爱心协会的志
愿者们给在花戏楼景区附近工作的 30
名环卫工送去了手套、围脖、毛巾等爱
心物品，让这些在一线工作的环卫工
感受到了冬日的温暖。
王晓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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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结果公示
亳谯国土出让结果告字 2018-11
亳州市谯城区国土资源局于 2018 年 11 月 29 日在亳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三楼以挂牌方式出让 10 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结果公示如下：
土地编号

土地位置

2018-46
2018-67

紫苑路南、望州路西、创业
九路北
紫苑路南、望州路西、创业
九路北
紫苑路南、古井大道东、创
业九路北
紫苑路南、创业九路北
紫苑路南、创业九路北
紫苑路南、古井大道东、创
业九路北
古井大道东、创业九路南、
桐花路北
赵桥乡亳古路东
赵桥乡王寨村

2018-123

魏武大道西、规划新安路北

谯经规条字 2018-014
亳谯经规条字 2018-015
亳谯经规条字 2018-016
亳谯经规条字 2018-017
亳谯经规条字 2018-018
亳谯经规条字 2018-019
亳谯经规条字 2018-023

土地面积（m2、
亩）

土地用途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建筑密度

出让年限 成交价
（年）
（万元）

11233.1（16.85）

工业用地

≥1.2

≥40﹪

50

189

亳州市海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1405.6（17.108）

工业用地

≥1.2

≥40﹪

50

192

亳州市圣峰兴药业有限公司

8558.2（12.837）

工业用地

≥1.0

≥40﹪

50

144

亳州市辰康药业有限公司

11233.2（16.85）
8392.1（12.588）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1.0
≥1.2

≥40﹪
≥40﹪

50
50

189
141

亳州大唐汉方制药有限公司
郭旭红

8613.7（12.921）

工业用地

≥1.2

≥40﹪

50

145

李艳锋

15341.9（23.013）

工业用地

≥1.0

≥40﹪

50

258

亳州市素芝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365.5（15.548）
13362.1（20.043）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1.0
≥1.2

≥40﹪
≥40﹪

50
50

174.5
225

亳州市科瑞奇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
亳州市通利源药业销售有限公司

5960.6（8.941）

仓储用地

≤1.5

≤40﹪

50

121.5

竞得人

李云锋
亳州市谯城区国土资源局
谯城区政府采购中心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