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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孙聪利）又到槐花飘香
时。顺着湛河自凌云路湛河桥向西走，两
岸的槐树林里，一串串白花随风轻轻摆动，
甜香的气息沁人心脾。

“在湛河边施工，闻着槐花香，栽着新
槐树，这工作环境很难得。”4月18日下午，
在湛河综合治理工程凌云路至李苗路段景
观绿化工程现场，施工方负责人说。

凌云路至李苗路段是湛河综合治理工
程 2017 年新开工的 3 个标段之一，全长
1560 米。工程主要包括在保留原有槐树
林基础上的湛河两岸景观绿化、凌云路湛
河桥头南北两侧各建一个休闲广场，还有
凉亭、公厕、园路修筑和照明等工程，于 2
月27日开工，计划工期为11个月。

“目前正在进行的是槐树栽植和地形整
理，已栽植1600多棵。”该标段工程监理方负
责人张雯说，与美丽的风景和忙碌的施工场
面极不协调的是，虽有围挡隔离，但仍有不
少市民为了采摘槐花进入施工区域，既造成
了安全隐患，又伤害了槐树，破坏了环境。

“施工正在紧张进行，我们想借助媒体
提醒市民，不要擅自进入施工区域，以免出
现安全问题。”当日下午 3 时许，这边张雯
正说着，那边就有几名市民带着工具来到
了槐树林折槐树枝、摘槐花。不一会儿，地
上残枝一
片。张雯
赶过去劝
阻 ，却 收
效甚微。

提醒市民：槐花飘香请勿采摘

凌云路至李苗路段
新栽槐树 1600多棵

本报讯 （记者张亚丹 通讯员穆俊
伟）“深化政治巡察，督促基层各级组织强
化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压实全面从
严治党责任，是各级巡察机构肩负的重要
任务。”4月 19日，湛河区委巡察办主任田
国强介绍，该区在巡察工作中细化“三项
清单”，为政治巡察向基层党组织纵深发
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巡察前，列出《巡察准备工作清单》，
明晰政治巡察责任，严明纪律要求。该
区巡察开始前，由区委巡察办对被巡察
单位党组织列出准备工作清单，细化被
巡察单位党组织在巡察期间应承担的积
极配合工作、客观反映情况、提供真实材
料、做好协调保障的 4 项纪律要求，对干

扰、阻挠巡察工作的，严肃责任追究。同
时，把配合巡察组开展工作的情况作为
该单位党风廉政考核的重要依据，从而
督促被巡察单位党组织负责人切实履行
起“第一责任人”职责，为开展政治巡察
提供有力保障。

巡察中，细化《巡察内容指导清单》，
确保政治巡察任务明晰、内容精准。该
区紧盯政治巡察“三大”问题，细化政治
巡察 30 项内容。在“党的领导弱化”方
面，重点巡察是否认真贯彻落实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和中央、省委、市委、区委的
决策部署；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落实党风
廉政建设是否做到“四个亲自”等 10 项内
容。在“党的建设缺失”方面，重点巡察

是否扎实开展“两学一做”等学习教育；
是否存在发挥党组织作用特别是基层党
组织作用不够等 10 项内容。在“全面从
严治党不力”方面，重点巡察是否存在利
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他人谋取利
益等10项内容。

巡察后，落实《整改责任清单》，督促
巡察问题及时整改，夯实巡察成效。按照

“报账、交账、转账、查账、销账”的“五账”
管理要求，建立起政治巡察整改责任清
单。首先，明确问题分类，将巡察中发现
的主要问题分别归入“党的领导弱化”“党
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其他
问题”四个类别，督促被巡察单位党组织
分类开展整改。其次，细化整改任务，要

求被巡察单位党组织在规定时间内上报
巡察整改方案，逐条列出整改措施、责任
人、责任科室和整改时限。同时，开展整
改“回访”。对“回访”中发现的整改不彻
底、出现问题反弹的，及时给予责任追究，
保证整改成效。

据 介 绍 ，该 区 自 去 年 4 月 以 来 ，已
对 11 个单位开展 3 轮巡察，共发现“三
大”问题 33 个，六项纪律问题 45 个，向
被巡察党组织提出整改意见 46 条，开
展专项治理 9 项，向区委有关职能部门
提出意见建议 8 条，退还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资金 4650 元，各有关单位
制定修改完善党建工作等相关制度措
施 25 项。

明晰责任 细化内容 督促整改

湛河区“三项清单”助推政治巡察

本报讯 （记者田秀忠）4 月 18 日，
卫东区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相
关负责人介绍，该区将通过深化工业污
染防治、畜禽养殖整治、农业面源治理
等措施，实施河流水污染综合治理，从
根本上改善水环境质量。

该区将深化工业污染防治，淘汰落
后产能，取缔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小
型制革、印染、造纸、炼焦、塑料加工、电
镀、染料、农药等“八小”企业，整治造
纸、焦化、氮肥、农副食品加工、毛皮制
革、印染、有色金属、原料药制造、电镀
等九大重点污染行业，工业企业外排废
水要符合当地水环境质量要求和总量
控制要求；完善所有重点企业污染物排
放的在线监测设施和监督性监测机制，
建立和维护覆盖全区的污染源基础信
息档案、在线监测、污染源监督性监测
数据库，及时向社会公布本辖区内企业

的监督性监测信息，每季度公布未达标
企业名单。

此外，该区还将强化产业集聚区污
染集中治理，依法加强直排入河污染源
的管理。2018 年现有企业工业废水具
备条件的原则上要逐步退出城镇污水
处理设施。新建、改建、扩建工业废水
原则上不得进入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
施。新建产业集聚区污水处理厂要结
合卫东区河流水质目标，对尾水进行深
度处理。完善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
划定工作，依法关闭、拆迁禁养区内畜
禽养殖场（小区），加强其他区域内的畜
禽养殖场（小区）粪便、污水储存处置设
施建设。配合全市开展湛河治理工程，
完成辖区湛河支流治理，落实推进河道
垃圾清理整治、河流控源截污、河道清
淤疏浚、河道生态修复和沿岸景观建设
等工程建设。

取缔“八小”企业 整治九大重点污染行业

卫东区综合治理河流水污染

本报讯（记者王孟鹤）4月 18日，市
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转发国家防汛抗
旱总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加强防汛抗旱
突发险情灾情报送工作的紧急通知》（以
下简称《紧急通知》），各县（市、区）防汛
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和昭平台、孤石滩水
库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按照规定和通知要
求，及时报告防汛抗旱突发险情、灾情，
为防汛抗旱指挥决策提供依据，保障防
洪安全和应急供水安全，最大限度地避
免或减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紧急通知》指出，突发险情主要指
水库、水电站、尾矿坝、涵闸、泵站、堤防
以及其他防洪工程出现可能危及工程安
全的情况，当上述工程出现溃坝、决口或
垮塌等险情的前兆时为重大突发险情。
突发灾情指由于河湖水泛滥或山洪泥石

流滑坡导致人员伤亡、城镇被淹、人员被
围困、基础设施被毁坏或水域污染导致
城乡居民供水危机的情况，当涉及重大
人员伤亡（一次过程死亡 10人以上）；城
市被淹（城区受淹面积达 50%以上，城市
交通、通信、电力受损 30%以上）；大量群
众被洪水围困（被围困群众人数超过 50
人且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城市供水主要
干线、饮用水源遭到严重毁坏或污染，造
成居民大范围用水困难或长时间停水

（城市居民或城区范围半数以上、预计持
续3天以上）等情况的为重大突发灾情。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要求全市
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及时掌握突发险
情、灾情，对有关部门从其他渠道掌握的
防汛抗旱突发险情、灾情进行核实，及时
与政府办公室沟通，并在第一时间向上

一级防汛抗旱指挥部报告。当发生重大
突发险情和重大灾情的紧急情况下，可
以越级报告。突发险情、灾情发生后的
首次报告指确认险情或灾情已经发生，
在第一时间将所掌握的有关情况向上一
级防汛抗旱指挥部报告。当发生重大突
发险情或重大灾情时，所在地的县级以
上防汛抗旱指挥部应在重大突发险情或
重大灾情发生后30分钟内报告国家防汛
抗旱总指挥部。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要
加强对突发险情、灾情报告工作的检查、
监督指导，对险情、灾情报告不及时或信
息处理失误的，应予以通报批评；造成损
失的，要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各级防
汛抗旱指挥部应对突发险情、灾情上报
情况进行评价，并作为年度工作考核的
重要指标。

市防抗办转发《紧急通知》要求

及时报告防汛抗旱突发险情灾情

本报讯 （记者程颖）4 月 19
日，市交通运输执法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即日起至 6 月 30 日，我市对
高速公路货运车辆违法超限运输
行为进行专项清理。

此次专项清理行动的对象是
2016 年 9 月 21 日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期间存在超限运输行为、未查处
的高速公路货运车辆。交通运输
执法部门将从“四级联网”系统中
调取高速公路收费站出口这些车
辆的称重数据、照片等有关资料进
行审核，经确认后作为执法证据。

发现超限运输行为后，交通运
输执法部门将按照有关规定立案，
通过电话、信件、上门、网上公示等
多种途径告知当事人于 30 日内来

接受处理。当事人逾期不接受处
理的，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对其下发

《违法行为通知书》，通知书送达之
日起 3日内，当事人未向交通运输
执法部门提出陈述申辩或听证要
求，或者明确放弃陈述申辩或听证
权利的，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将按照
有关规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下
发《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
人。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
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经催
告仍不履行的，交通运输执法部门
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行动期间，高速公路违法超限
运输货运车辆经营者主动到违法超
限运输行为发生地交通运输执法部
门接受处理的，可依法从轻处罚。

我市开展高速公路货运车辆
违法超限运输专项清理行动

本报讯（记者王孟鹤）4 月 19
日，全市政法工作第一季度讲评现
场会在叶县召开，市委常委、政法
委书记黄庚倜参加。

黄庚倜带领全市政法部门相
关负责人先后观摩了昆阳街道南
街居委会社区网格化反邪教工作，
察看了龚店乡水牛杜村及该乡的
视频监控中心、乡综治中心、信访
接待大厅，观看了叶县反暴恐人员
演练和装备展示。

市委政法委各分管领导分别
对各县（市、区）和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高新区第一季度政法工作汇
报进行讲评。黄庚倜强调，全市政
法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书记谢伏瞻、

市委书记胡荃的重要讲话精神上
来。要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做
好排查化解整治工作，提高防控
各类矛盾风险的能力，坚决守住

“三个不发生”底线。要强化责任
担当，做好反恐怖反邪教反间谍
反渗透斗争、特定利益群体稳定、
信访、“打黑恶反盗诈破系列”攻
坚战、综治基层基础、工作推进机
制、综治和信访领导责任制等七
个方面重点工作。要抓好队伍建
设，加强理想信念和忠诚教育，狠
抓政法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加强政
法干警业务素质培训，加强政法队
伍纪律作风建设，从严从细从实抓
好各项工作，努力开创我市政法工
作新局面。

黄庚倜在全市政法工作第一季度讲评现场会上指出

坚决守住“三个不发生”底线

本报讯 （记者毛玺玺）4 月
19 日下午，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李建民带领市纪委有关负责人和
新华区委主要负责人到平煤神马
集团调研。

李建民一行与平煤神马集团
主要负责人进行座谈，详细了解企
业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认真听取企
业对优化我市经济发展环境的意
见和建议。

李建民对平煤神马集团为我
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突出贡献
表示感谢。他表示，服务企业的前
提是先了解企业，此次调研就是为
了与企业加强沟通，找准影响发展
的症结，对于企业反映的问题，将
尽快向市委、市政府汇报，并协调
职能部门主动与企业对接，做好服

务，尽最大可能优化企业发展环
境。他提议双方要在纪检监察工
作中建立信息沟通和监督执纪协
作机制，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
生态。他强调，企业要主动适应形
势变化，企业与政府要携手推进结
构调整，共谋发展之路，加速推进
转型升级。同时，企业要强化创新
驱动发展，构筑发展新优势和新动
能；要围绕大局，着力加强党的建
设，提升企业凝聚力，为企业发展
营造好的环境。

调研中，李建民还来到平煤神
马集团一矿安全生产调度指挥中
心，详细了解生产调度和瓦斯抽排
等情况，强调要强化安全生产“红
线”意识，健全完善安全生产责任
制，突出抓好安全生产。

李建民在平煤神马集团调研时强调

优化企业发展环境 政企共谋求发展

平顶山市农村土地确权
登记颁证工作第六轮排行榜

近日，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四
个督导组对各县（市、区）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进行了督导检查，根
据确权到户面积、完善合同数量、证书颁发数量等综合评定，各县（市、区）
的排名如下：

县（市）排名

第一名舞钢市
第二名宝丰县
第三名郏 县
第四名叶 县

第五名鲁山县

区排名

第一名石龙区

第二名新城区
第三名高新区
第四名新华区
第五名卫东区
第六名湛河区

完善合同
数量（户）

69335
95504
85816
135683

113000

完善合同
数量（户）

9230

9968
6640
2749
6634
9200

占比
（%）
100.00
75.20
59.18
68.20

56.50

占比
（%）

71.00

76.78
80.00
32.34
60.31
66.67

证书颁发
数量（本）

44236
75057
78665
84951

74100

证书颁发
数量（本）

3000

2730
1307
1078
1152
875

占比
（%）
63.80
59.10
54.25
42.70

37.05

占比
（%）

23.08

21.03
15.75
12.68
10.47
6.34

平顶山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确权登记颁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7年4月19日

（上接第一版）要切实承担起主体
责任，主要领导亲自上阵，要有改
革担当，在关键问题上敢于拍板，
要坚决响应中央和省委的号召，对
现有城市执法体制在职能定位、机
构设置、运行机制等方面进行大胆
改革，努力以改革的争先促进工作
的领先，不折不扣地完成城市执法
体制改革工作。城市执法体制改
革涉及的机构、编制、人员身份复
杂多样，涉及机构和人员数量较
大，务必做到细致认真，考虑到每
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确保改革工
作规范有序推进，圆满完成改革任
务，为平顶山市更加漂亮、更加和
谐、更快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段玉良指出，各相关部门要认
真贯彻落实省政协调研组的指导
精神，坚持问题导向，针对城市执
法体制改革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
不足，拉出问题清单，建立工作台
账，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要
强化责任意识，加强工作协同，进
一步完善、提升、细化工作方案，抓
好工作落实，确保按时完成城市执
法体制改革目标任务，不断提高城
市管理执法水平。

会前，省政协调研组一行到市
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市
环保局恒大御景半岛项目工地环
保监测点、卫东区城市管理执法局
等地进行了调研。

省政协“加快城市执法体制改革”
专 题 调 研 座 谈 会 在 平 召 开

本报讯（记者巫鹏）4月17日，宝丰县
委宣传部负责人介绍，为传承和弘扬中华
民族传统美德，深入推进公民道德建设，该
县近日启动了首届道德模范评选活动。

此次道德模范评选的范围是所有宝丰
居民，包括长期在宝丰居住、工作、学习的外
地市民，凡一贯模范践行公民基本道德规
范、具有感人道德事迹、群众赞誉、社会形象
好的个人均可参选。道德模范分为助人为
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
亲五种类型。

在评选过程中，该县将对经资格审核
符合条件的人选，广泛组织开展宣传评议
活动，通过刊播感人事迹、举办报告会、人
物风采展、演讲比赛和事迹公示、群众投票
等形式，评选产生道德模范候选人。道德
模范评审委员会根据候选人的道德事迹，
进行无记名投票。综合评委会投票和群众
投票情况，确定10名道德模范。

宝丰县首届道德模范开评

4月19日，体育路南段旧城改造项目施工单位用防尘网将建筑施工区域进行覆盖，
并启动了喷淋降尘设备，消除建筑扬尘隐患。 本报记者 王尧 摄

覆盖喷淋防扬尘

4月17日，工人们正在士何线郏县堂街段栽植红叶石楠。为美化城乡环境，郏县今年
投资3亿多元，在平郏快速通道、常付线、士何线等6条全长55.32公里道路两侧各50米的
区域加紧生态廊道建设。 本报记者 温书功 摄

生态廊道植绿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