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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到夜里晴天间多云，西南风4级左右，最高气温
15℃，最低气温0℃

强化督促落实 重返第一方阵

本报讯（记者程颖）2月 12日，据市
环境污染防治攻坚办有关负责人介绍，
为了充分应对大风天气下产生的扬尘污
染，市攻坚办要求有关单位在继续保持
当前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扬尘管
控工作，尽最大可能减少扬尘污染，重点
做好抑尘工作。

严 格 按 照 我 市 施 工 工 地 扬 尘 防
治 标 准 ，要 求 风 速 达 4 级 以 上 时 ，不
再 进 行 土 方 挖 填 、拆 除 等 作 业 ；要 求

风速达到 5 级以上时，城市清扫人工
作业应以捡拾保洁为主，停止清扫作
业。

有关单位要增加城市周边和县乡
道路打扫和洒水频率，对无法机械化
清扫的采用布条式扫帚进行湿扫，尘
土严重路段要采取高压冲洗等方式，
组 织 洒 水 、喷 雾 等 车 辆 全 部 上 路 作
业。

对水泥、石灰等易产生尘埃的散体

物料堆场进行封闭式管理，对露天堆
放、裸露土方、砂石全面围挡，同时使用
密闭式防尘网苫盖，交缝处双层苫盖，
并做好定期喷淋洒水保湿工作；对防尘
网进行检查，确保能起到作用；对不能
及时苫盖的大面积沙堆，喷洒抑尘剂；
对集中连片开发的土方成片项目，洒水
抑尘的用水专线设施要全面开启，以有
效抑尘。

全面清洗城市区域主次干道及周边

道路和干线公路、县乡级公路积土积尘，
对污染严重路段采取高压冲洗等方式，
彻底清理路面污染。

施工工地、城区道路上的垃圾要及
时收集、清运，各类环保作业车辆实行全
密封，确保作业过程中无垃圾及尘土扬、
撒、拖、挂和污水滴漏。

人工作业要严格按照顺风清扫，及
时收堆，禁止向下水口、窨井盖扫倒尘土
与杂物、焚烧垃圾等行为。

大风来袭防扬尘

我市部署大风扬尘管控工作

本报讯（记者张亚丹 实习生毛之
成）2月10日，湛河区城管执法局针对市
区开源路高速引线道路两侧游商游贩占
道经营现象日益突出的问题，组织开展
了专项整治行动。

当天，该区共清理、取缔占道经营摊
点50余处，暂扣桌椅、灯箱、伸缩棚等23
个，有效改善了高速引线段沿线的市容
环境秩序。

该区进一步强化重点管控，将市区
光明路、中兴路、开源路、新华路、湛南路
和南环路以及河滨广场、湛河桥等作为
重点管控的路段和区域，严格查处占道
经营、店外经营、乱堆乱放、乱拉乱挂等
违法行为。行动中，该区执法人员实行
定岗、定人、定责工作制，调配人员全面
跟进，错时执法，加大管理力度，每天保
证有足够的执法力量和执法时间，确保
不脱管，形成“点有值守、线有巡逻”的管
理格局，努力维护整洁有序、文明和谐的
市容环境秩序，为群众营造一个洁净、祥
和、有序的节日氛围。

截至目前，该区共清理、取缔占道经
营 70余处，店外经营 20余处，乱扯横幅
7条，乱堆乱放3处。

湛河区开展节前
市容环境秩序集中整治

本报讯（记者常洪涛）“我在鲁山
等你来等你来，把酒同欢歌盛世……”
一首《我在鲁山等你来》让多少人知道
中原千年古县鲁山，歌曲的演唱者廖芊
芊于 2 月 10 日晚上再次登上鲁山县春
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并成为鲁山县“荣
誉市民”。

廖芊芊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是中
国歌剧舞剧院青年歌唱家、国家一级演
员，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新民歌开创者，其
代表作品《康巴情》红遍大江南北，被广
为传唱。2010 年获第八届亚太音乐榜

“最佳民族女歌手奖”。2013年加入中国
歌剧舞剧院担任独唱演员。2012 年至
2016 年分别推出个人原创大碟《远古的

月光》《康巴情》。曾作为“和平使者”出
访过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马来西
亚、泰国、韩国等国家。

2012 年，当廖芊芊得知鲁山县是国
家级贫困县时，无偿为鲁山录制歌曲《我
在鲁山等你来》，并应邀参加了 2013 年
鲁山县春晚，从此与鲁山结下了不解情
缘。近几年来，廖芊芊无偿为鲁山县录
制了《凤凰山上飞凤凰》、2017 年首届世
界汉字节主题歌《龙的春天》、《天南地北
鲁山人》主题曲《故乡在心上》。

在当晚演出现场，鲁山县委书记杨
英锋将“鲁山县荣誉市民”荣誉证书颁
发给廖芊芊，感谢她为宣传鲁山作出的
贡献。廖芊芊正式成为咱“鲁山人”了！

廖芊芊成为咱“鲁山人”

本报讯 （记者卢晓兵）交警提示：春
节前后，市区多条路段易发生拥堵，市民
出行请选择合适的交通工具，错峰出行。

春节前后易堵路段包括：中兴路北段
（矿工路至建设路段）与体育路北段（矿工路
至建设路段）交通流量将逐步增长，2月14
日左右达到峰值，其他支线道路也会有小幅
增长，主要以小型轿车为主。2月16日至2
月22日期间，车流量主要以短途出行的小
型车辆为主，主要集中在中兴路、体育路附
近区域，且以日间为主，夜间车流量回落。

光明路（建设路至湛北路段），由于光
明路南段维修燃气管道，只有一侧道路可
以通行，车辆通行缓慢，会车困难，极易发
生长时间拥堵。

新华路（湛南路至南环路段）、神马大
道（城乡路至健康路段）、东风路（诚朴路
至沁园中路段）、姚电大道西段、光明路南

段、南环路西段、矿新岗北口至立交桥路
段、平开岗东口至立交桥路段车流较多，
易发生拥堵，请广大司机避开行车高峰通
行，过往司机注意行车安全。

开源路湛北路交叉口，开源路中段（湛
北路至矿工路段）重点丹尼斯百货门前，开
源路建设路交叉口，7·1视界鹰城世贸视门
前，优越路劳动路交叉口，优越路市第一人
民医院门口，劳动路北段（建设路至矿工路
段），建设路万达广场，矿工路开源路交叉
口，矿工路市长途汽车站门前，焦店立交桥
下，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门前，车流量
较大，易发生拥堵。开源路南铁路涵洞桥、
黄河路与平桐路交叉口，高峰时段易引起
交通拥堵。

新城区建设路与长安大道交叉口，处
于宁洛高速公路出入口的交会处，车辆通
行缓慢，极易发生长时间的车辆拥堵。

交警提示：

春节前后市区多条路段易发生拥堵

●连日来，舞钢市纪委、文联、科协
联合开展“迎新春义写科技春联、送科技
送技术送图书”慰问活动。 （杨德坤）

● 2 月 10 日晚上，春满新鲁山－
2018年鲁山县春节联欢晚会在该县广电

局演播大厅举行。 （常洪涛）
●2月 7日上午，新华区在区实验小

学举办了“关爱困境儿童、共绘七彩人
生”项目启动仪式，共有77名困境儿童代
表领到了电暖器、购书卡、棉衣、书包、拼
装玩具等爱心援助物品。 （毛玺玺）

●2月8日，石龙区残联为50名残疾
人发放了包含现金、春联和洗漱用品的

“新春大礼包”。
（张鸿雨）

平顶山市重点监控（国控、省控）企业主要污染物日排放量情况
监测时间（2018年2月11日16时至2018年2月12日15时)

行政
区划

市区

叶县

宝丰县

鲁山县

郏县

舞钢市

石龙区

合计

企 业 名 称

平顶山姚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电投集团平顶山热电有限公司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坑口电厂

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
平顶山天源盐化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联合盐化有限公司

河南蓝光环保发电有限公司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平顶山京宝焦化有限公司

河南省大地水泥有限公司

国家电投集团河南电力有限公司
平顶山发电分公司

河南有色汇源铝业有限公司
郏县中联天广水泥有限公司
舞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舞钢中加钢铁有限公司

舞钢市海明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中鸿集团煤化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东鑫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平顶山瑞平石龙水泥有限公司

排放量(千克)

二氧
化硫

532.25

397.48

98.79

33.38
51.88
25.88

17.36

70.15

325.78

14.85

676.32
1464.96

40.03
21.84

3770.95

氮氧
化物

1026.38

776.17

343.27

112.86
313.53
51.59

29.72

940.71

642.82

36.28

1764.76
1497.68

981.86
207.87

8725.50

烟尘

142.25

44.03

35.7

29.5
53.64
22.9

21.49

48.06

54.75

15.34

1035.62
596.9

43.89
17.15

2161.22

企业日排放
总量（千克）

1700.88

1217.68

477.76

175.74
419.05
100.37

68.57

0.00

1058.92

0.00

1023.35

66.47
0.00

3476.70
3559.54

0.00
1065.78
246.86
0.00

1465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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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产

停产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
员范长坡 焦萌）“庆佳节千门赞
国策，迎新年万户颂党恩……”2
月10日，叶县叶邑镇思诚村贫困
户李建花念着家门上的大红春
联，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这是县
里送来的春联，鼓励我们劳动致
富。”

当天上午，思诚村格外热闹，
叶县“迎新春颂党恩”春联发放仪
式在该村举行。一副副饱含着对

美好生活希冀的大红春联被该村
村组长领走，再由他们逐一发放
到贫困户手中。与此同时，叶县
18 个乡（镇、街道）也进行了同样
的春联发放活动。

“过大年，贴春联”是中华民族
的传统，春节期间是宣传普及扶贫
政策、传递党的声音的好时机。为
此，该县联合叶县农村商业银行印
制3万份春联，免费发放给全县建
档立卡的贫困户。

叶县3万份春联送群众

2 月 12 日，志愿者在为市民
义写春联。当日下午，市资产清
收管理中心志愿者在市区建设路
中段开展“义写春联 送福市民”

活动。志愿者挥毫泼墨，书写出
一副副充满美好寄语的春联，为
市民送上新春的祝福。

李志敏 摄

义写春联 送福市民

2 月 12 日上午，在新华区香
山管委会边庄村党员群众综合服
务中心院内，该村60岁以上老人
高兴地领到了春节慰问金和慰问
品。当日上午，周商置业开发有
限公司组织员工为该村 70 多名
60 岁以上老人送去了慰问品和

新春祝福。
本报记者 牛智广 摄

慰问老人

今日天气

本报讯（记者杨德坤 通讯员
白东亮）“家里的年货都准备得差
不多了，这两天市里的专家又送
来了‘科技年货’，趁着机会充充
电，希望来年有个好收成。”2月10
日上午，在舞钢市尹集镇大刘庄
村党员群众综合服务中心，51 岁
的贫困户代表张永宾说。为帮助
村民增收致富，当日，该市科技局
组织专家到该村进行果树种植技
术培训。

2016 年，张永宾在该市及镇
村扶贫干部的引导下，种了3亩晚
秋黄梨，“目前，梨树该整枝定型
了，正不知道怎么修剪管理，听了
万老师的课，我学到了管好梨树

的技术，这个‘科技年货’送得很
及时。”当天，和张来宾一样，还有
其他 25 名来自该村的贫困村民，
聆听了林业高级工程师万少侠关
于果树丰产栽培技术的知识讲
座。

大刘庄村地处山区，是该市
的重点贫困村，山地面积广，适合
发展多种林果种植业。因此，扶
贫干部在引导贫困群众实施增收
致富的过程中，因地制宜将发展
林果业生产列为重要项目之一。
2016 年以来，全镇贫困户在三级
扶贫干部的引导下共新发展优质
核桃、桃、杏、樱桃、李子、板栗、葡
萄等种植面积6300余亩。

大刘庄贫困村民喜获“科技年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