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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 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天，偏东风2-3

级，最高温度17℃，最低温度12℃

本报讯（记者巫鹏 通讯员白现飞）
“为坚决打赢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
战，我们制定了30项具体措施。”10月12
日，据宝丰县环保局局长张国建介绍，该
县出台了《宝丰县2017-2018年秋冬季大
气污染防治攻坚强化方案》（以下简称

《强化方案》），从点到面，编织了一张秋
冬季大气污染防治网。

《强化方案》中有全面完成“散乱污”
企业综合整治，全面完成电代煤、气代煤
和集中供热供暖任务，全面完成散煤污
染综合治理，持续强化扬尘污染防控，持
续强化工业企业污染治理，持续强化空

气质量监测网络体系建设，严格管控机
动车污染排放，严格管控秸秆焚烧和烟
花爆竹燃放等面源污染，科学实施工业
企业错峰生产与运输以及科学应对冬季
重污染天气等 10 大项、30 小项主要任
务。对任务的具体要求、责任单位、时间
节点、达到效果等作了明确规定。

该县要求各级党委、政府结合大
气十条和秋冬季空气质量改善目标，
研究落实措施，拓展治理范围，厘清工
作责任，细化任务清单，将目标任务逐
项逐条分解到有关部门、排污单位，明
确防治措施及完成时限，切实落实党

政同责、一岗双责和失职追责。县环境
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要依据职责分工，加强部门协同，对照
目标任务，进一步严格措施，强化督导，
狠抓落实，确保责任到位、监管到位、落
实到位。

从本月起，该县结合“三治标、三治
本”要求，强化实施环保督查。6 个环
保督查组、1 个环保巡查组对《强化方
案》中各项目标任务的落实情况进行驻
地检查督导，切实推动解决大气污染防
治突出问题，进一步强化治污责任。

“从本月开始，环保部门每月将组织

开展建材、焦化、水泥等重点行业无组织
排放治理，以及空气质量不降反升重点
区域的专项执法检查。”张国建介绍说，
对发现的各类环境违法行为，将依法从
严从速查处，限期督促整改。承担大气
污染防治任务的县直其他部门也将对本
行业实施督导检查，并加强与检察、审判
部门的协作，对涉嫌环境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该县纪委将加大督查频次，严格考
核问责。对没有完成目标任务及工作不
力的单位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具体责任
人，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追责问责。

从点到面编织防治网

宝丰县精准施策力克秋冬季大气污染

本报讯（记者张鸿雨）“今天天一放
晴，我们就派了 20 多人整治和谐路卫
生。上午 11 点路两侧的杂草基本铲除
干净，房前屋后堆放的瓦片碎砖和沙石
拉走有十几车了，下午我们还要对毁坏
的排水沟进行修整。明天就对沿线民宅
进行墙体罩白、刷写标语，全力打造优美
的生活环境。”10月12日，石龙区人民路
街道南顾庄村党支部书记陈马娃说。

和谐路自西向东贯穿南顾庄村，
在村内的长度约 1000 米，尤其是路北
侧门面房、小商店居多，历来易集聚生
活垃圾，特别是每逢集会后商户遗留
的 垃 圾 更 多 ，一 直 是 卫 生 整 治 的 顽
疾。今年以来，该村把村容村貌整治
作为重中之重。

该村对主要路段（和谐路、人民路、
人文路、昌茂大道及明德路）的“牛皮癣”
广告进行综合整治，治理和消除沿村道
乱堆乱放、乱涂乱画、电线电缆乱扯乱拉
等现象。自 9 月以来，每周五集中力量
通过自扫、自查与互查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整治。目前，村内南沟已硬化固化，生
活污水直接流进了污水处理公司的泵
站。其中，针对“牛皮癣”广告，共投入资
金2000余元，出动人员约420人次；投入
资金 1 万余元，设置了便民信息公共张
贴栏12块，村容村貌得到进一步改善。

该村注重“硬件”与“软件”的协调发
展，建立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
分管领导具体抓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
作机制，以整治村容村貌、治理农村生活
垃圾为重点，分级签订农村垃圾治理目
标责任书，全面提升农村垃圾治理管理
水平。截至目前，该村的生活垃圾收运
实现全覆盖，日产日清。

结合全区“双创”工作，该村通过广
播播报、张贴标语和悬挂横幅等形式，
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公共卫生意识。
每逢集市在人民广场、人文路街头等
公共区域发放宣传单、设置警示标语，
极大地增强了民众参与农村生活垃圾
管理的积极性。

南顾庄村
全力整治生活环境

本报讯（记者毛玺玺）“我们的燃煤
锅炉已经改成用电的了，很干净，不会再
冒黑烟了。”10月 10日，在新华区环境污
染防治督查组例行检查时，焦店镇一洗
浴中心负责人对督查人员说。

为更加严格地控制排放行为，彻底
消除辖区高污染燃料锅炉的污染危害，8
月以来，新华区扎实开展依法整治高污
染燃料锅炉专项行动，截至目前，辖区20
台需整治的高污染燃料锅炉已全部改用

清洁燃料（燃气或电）。
该区通过大力宣传，让群众和业主

提高思想认识，鼓励群众举报擅自使用
高污染燃料锅炉行为；严格落实属地主体
责任，实行区领导干部包镇（街道、管委
会），镇（街道、管委会）干部包村、村干部
包片（户）的层层分包责任制，按照区域布
图，逐厂逐户进行摸排检查，登记造册，对
于非法使用高污染燃料锅炉的，一律取
缔，不留死角；区发改委、区环保局等部门

按照各自职责积极做好配合工作；区攻坚
战督查办公室对整治行动开展督导检查，
对工作推进缓慢、工作落实不力的，及时
提出整改意见，全程督导、跟踪问效，确保
完成整治工作。

下一步，新华区将继续落实属地监
管职责，充分发挥“一长三员”基层环保
监管机制，加强督查巡查，建立完善的长
效管理机制，严防高污染锅炉“死灰复
燃”，确保整治效果。

新华区高污染燃料锅炉“清零”

本报讯（记者孙聪利）10月12
日上午，“喜迎十九大 美术展新篇
——平顶山市美术创作成果精品
展”在郑州大河美术馆开幕。省文
联副主席、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刘杰
出席开幕式。

我市是久负盛名的中国曲艺
城、中国书法城和中国观音文化之
乡、中国墨子文化之乡。厚重的历
史文化积淀，为全市文化繁荣发展
提供了富饶的土壤。近年来，我市
先后承办了河南省花鸟画艺术大
展、“煤海星光”全国煤矿美术作品
展等一系列大型美术展览，在全省
乃至全国美术界的地位和影响力

进一步提高。本次展览共征集国
画、油画作品360多幅，展出210多
幅，其中 170 多幅由我市画家创
作。参展作品都体现了较强的时
代精神和鲜明的艺术个性，展示了
鹰城美术工作者的整体实力和发
展方向。

这次精品展由河南日报报业集
团、省文联和市委宣传部主办，河南
日报报业集团《大河美术》编辑部、
省美术家协会、市文联、市美术家协
会承办。展出位置在大河美术馆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与商务
西七街交会处河南传媒大厦9楼），
展出时间为10月12日—22日。

刘杰出席开幕式

“喜迎十九大 美术展新篇——
平顶山市美术创作成果精品展”开幕

本报讯（记者韩江法）10月12
日上午，“全国安全用药月”平顶山
市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市区鹰城
广场举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巩国顺、副市长王朴到现场察看指
导，与市民互动。

此次“全国安全用药月”宣传
活动以药品法律法规基本知识和
安全用药、合理用药科普知识为主
要内容，结合药品安全专项整治行
动以及其他重点工作，充分运用各
种宣传阵地和宣传渠道，传播合理
用药知识，提高公众安全用药和依
法维权意识。

在鹰城广场，现场共有30多家
药品生产企业、医疗机构、药品经

营企业、医药管理部门等参加活
动，摆放展台咨询台义诊台 20 多
个、展板近 200 块，悬挂宣传横幅
20多条，发放宣传材料 5000多份、
宣传袋5000多个。

除5个城市区在鹰城广场参加
宣传活动外，其他县（市、区）也同
步举行了专题宣传活动。

在今后的一个月内，我市还
将通过举办广场咨询、网络咨询，
发放宣传材料，开办大讲堂，组织
专家义诊，进学校、进社区、进企
业等方式，向公众传播安全用药
知识，发布社会关注的药品安全
信息，营造积极热烈的社会舆论
氛围。

巩国顺王朴到现场察看指导

“全国安全用药月”
平顶山市宣传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孙聪利 卢晓兵）
10月 11 日下午至 12 日上午，参加

“2017 海外侨胞故乡行——走进
河南”活动的 60 名豫籍海外侨胞
和海外高层次人才新侨代表走进
平顶山，了解我市历史文化，参观
走访部分企业。省侨联副巡视员
刘合生带队。

“海外侨胞故乡行”是中国侨
联的品牌活动，每年举办一次。今
年，经省侨联邀请，来自美国、英国
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60名海外侨
胞和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到故乡。
他们中既有从事科技、医学、法律、
金融等行业的精英人士，也有来自
海外侨社团的侨界领袖；既有入选

河南“百人计划”、在国家和河南重
大科技创新中屡获殊荣的优秀人
才，也有怀抱爱国热血回国创业的
新侨青年。

在平期间，侨胞一行先后参观
了平顶山博物馆，观看我市市情专
题片，到平顶山双创孵化中心参观
考察，参加了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的重点项目推介会，并参观了大香
山寺风景区。他们对我市悠久的历
史、厚重的文化、丰富的资源和良好
的投资环境都产生了浓厚兴趣，纷
纷表示要进一步了解平顶山、宣传
平顶山，争取在平顶山投资兴业。
部分已经有投资意向的侨胞分别到
叶县、舞钢市进行了实地考察。

刘合生带队

“2017海外侨胞故乡行”走进平顶山

本报讯（记者吴学清）10月12
日，副市长李毛带领市政府第七督
查组来到市安监局，督查“五查五
促”工作开展情况。

在听取了市安监局主要负责
人的工作情况汇报，并认真检查了
市安监局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台账
后，李毛对市安监局在安全生产和
信访稳定方面所做的工作给予了
充分肯定，要求以更严的标准、更
高的要求，扎实做好当前和今后一
段时期的安全生产和信访稳定工
作，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李毛强调，在安全生产方面，
要清醒认识当前面临的形势和存

在的问题，在已取得成绩的基础
上，立足本职，突出煤矿、非煤矿
山、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四大板
块，采取得力措施、盯死看牢，确保
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要加强对道
路交通、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安全
生产工作的督导，有效防范和遏制
行业事故发生。在信访稳定方面，
要坚持问题导向和底线思维，认真
做好各项不稳定因素的排查和矛
盾化解工作，积极探索特定人员管
理新体制，坚决防止影响社会稳定
的事件发生。

随后，李毛又深入平煤股份六
矿生产一线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李毛在市安监局督查“五查五促”工作时强调

突出重点 加强督导 做好排查

10 月 12 日，工作人员驾驶洗扫车在
宝丰县北环路中段清扫路面。当日我市

雨过天晴，为防止随雨水而来的泥沙带来
道路扬尘隐患，宝丰县公路养护部门组织

洗扫车、冲洗车对辖区主要道路路面进行
了集中清扫。 本报记者 王尧 摄

本报讯（记者王孟鹤）10月11
日，根据市农机局统计，截至11日，
我市玉米收获面积为187.93万亩，
占玉米种植面积的92.3%。

今年三秋开始以来，全市投入
玉米收获机3310台、大中型拖拉机
15698 台、小型拖拉机 46923 台、秸
秆 还 田 机 6935 台 、旋 耕 机 9965
台。“目前，我市的玉米机收面积达
到 152.2 万 亩 ，秸 秆 还 田 面 积 为
161.7万亩。”市农机局管理科科长
李长河说。

据市农机局统计，目前，宝丰

县、新华区、湛河区、新城区、高新
区 的 玉 米 已 收 完 ，叶 县 完 成
99.32%，石龙区完成 95.13%，鲁山
县完成88.37%，卫东区完成84.3%，
郏 县 完 成 78.53% ，舞 钢 市 完 成
76.78%。

“截至 11 日，我市机耕面积为
12.6万亩，占计划麦播面积的5%。”
李长河说。市农机局提醒，目前没
有完成玉米收获工作的地区要加
快收获进度，同时加快整地工作，
并对拖拉机、旋耕耙等秋种机器进
行检修，为秋种做好准备。

我市玉米收获九成多

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深化财政体制改革
科学推进科学推进PPPPPP项目建设项目建设

10 月 10 日下午，市 PPP 管理中心
组织我市 12个 PPP项目实施机构及融
资平台公司召开全市 PPP 项目进度推
进会，会议总结了前三季度PPP项目进
展情况，分析了当前PPP项目推进过程
中碰到的问题，并对四季度PPP项目的
重点工作按照时间节点进行具体分解。

参加该会议的全市各PPP项目实施
机构负责人纷纷表态将严格按照市委、
市政府的安排部署，紧扣时间节点，主
动作为，创新工作方法，促进项目顺利
落地，为我市经济转型发展作出贡献，以
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今年前三季度，按照市委、市政府
的决策部署，我市PPP项目基础不断夯
实，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根据最新统计
显示，截至 2017 年 9 月底，我市 PPP 意
向库项目 164 个，投资总额 1793.85 亿
元，其中入选省财政厅PPP项目意向库
项目 100个，投资总额 803亿元，入选省
财政厅 PPP 意向库项目数居全省第一
名。我市市本级 (含高新区、示范区)
PPP项目共计 34个，总投资额 817.62亿
元，已确定社会资本方落地实施的项目
7个，总投资额 87亿元；县（市、区）PPP
项目共计 130个，总投资额 975.6亿元，
已确定社会资本方落地实施的项目 8
个，总投资额 33.75亿元。同时，根据财
政部 2017年 PPP项目以奖代补资金安
排，平顶山市区污水处理厂和平顶山生
活垃圾焚烧热电联产项目（宝丰）分别
获得 PPP 示范项目中央奖补资金 306
万元、500 万元，省财政厅同时各奖励
100万元。中央奖补资金的发放，有力
激发了各实施机构开展 PPP 工作的热
情，对今后我市PPP项目推进起到了良
好的示范带头作用。

市财政局 PPP 管理中心相关负责
人表示，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推广运
用 PPP 模式，是平顶山市加快经济结
构转型升级、增大固定资产投资的现
实需要。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
下，市 PPP 管理中心将继续精心组织
各项工作开展实施，加强与各实施机
构的协调配合，以推动全域经济发展
为目标，共同将我市PPP工作推到一个
新的高度。

据了解，下一步市PPP管理中心将
全面督导项目运作。一是落实政策要
求，开展全面督查。市PPP管理中心今
后将加强对已落地项目的督查力度，敦
促实施机构切实履行日常监管职责，对
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剖析，确保项目
按政策要求规范运行。同时，落实绩效
考核机制，提高实施机构工作人员的
积极性。二是统筹全局，谋划长远。
根据我市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今后
市 PPP 管理中心将优先选择项目成熟
度高且是使用者付费的项目进行推
进 ，实 现 PPP 项 目 的 良 性 可 持 续 发
展。三是加强“三库”建设，推动项目
运作。市 PPP 管理中心将持续加强
PPP 项目三库建设，充分利用建立起
来的 PPP 项目信息平台，积极邀请财
政部专家、高水平咨询机构参与进来，
优 化 完 善 我 市 PPP 项 目“ 两 评 一 方
案”，并吸引有投资意向的央企及实力
强信誉好的企业参与我市 PPP 项目建
设，加快我市 PPP 项目落地实施，确保
四季度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邱爽）

全力做好四季度PPP重点工作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本报讯 （记者华谦）10 月 12 日上午，
市委办公室机关举办“喜迎党的十九大 我
为党旗添光彩”主题演讲比赛。

来自机关9个党支部（党总支）的10名
参赛选手，用真挚的情感、朴实的语言，讲
述了市委办公室党员干部忠诚担当、敬业
奉献的感人故事，抒发了对党和人民的深
厚感情，反映了市委办公室党员干部政治
立场坚定、工作作风扎实、专业素质过硬、

职业操守优异的精神面貌。
这次演讲比赛是市委办公室以优异成

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的实际行动，
也是加强机关党建和机关文化建设的具体
体现。选手们从不同角度表达了立足本职
岗位，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
开的美好愿望，进一步激发了机关党员干
部为党为民工作的热情，为“服务大局、争
创一流”注入了强劲的精神动力。

喜迎党的十九大 我为党旗添光彩

市委办公室机关举办主题演讲比赛

本报讯（记者孙聪利）10月 11日上午
10时许，秋雨纷纷，但湛河综合治理工程凌
云路桥西侧的工地上仍是一派繁忙景象：
湛河南岸，近百名施工人员有的给新栽上
的 苗 木 打 支 护 ，有 的 给 苗 木 穿“ 厚 衣
服”——给树干缠上麻绳；湛河北岸，挖掘
机在挖树穴，施工人员在养护新铺的地砖。

“昨天栽了 100多棵刺槐，今天主要是
养护地砖和开挖树穴，明天计划再进场200
棵刺槐。”凌云路至李苗路标段施工方负责
人刘晓安说。

依据该段原有槐树林的基础，绿化种
植主要以槐树为主，通过多方实地考察，最
后确定了刺槐、国槐、金枝槐、龙爪槐等 10
多个品种，自今年 5 月以
来开始栽植。

“前期有大量的土方
工程，目前已基本完成。
绿化种植近期掀起高潮。”
刘晓安说，小雨对种植影

响不大，他们给工人准备了雨衣和雨鞋，进
场的苗木没有特殊情况当天要栽完，但如
果遇到大雨或极端天气，也会适当调整。”

在赶进度的同时，质量问题也丝毫没有
放松。施工方严格落实市湛河治理工作指
挥部对工程“把好三关”的要求，把技术员直
接派驻到苗木生产厂家，从源头把控质量；
苗木进场后，现场检查是否符合要求；在栽
种环节，有施工方、监理方和市湛河治理工
作指挥部的技术员一起现场指导把关。

截至目前，该标段已栽植并存活槐树等
苗木 3700 余棵，种植草皮面积 6 万多平方
米，栽植细叶芒、小叶扶芳藤等 50余万株，
预计12月底可完成该段的全部绿化工作。

上足人力机械 科学安排施工

凌云路至李苗路段绿化忙

湛 河 治 理 在 行 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