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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工作要求，现将宝丰县 2018 年拟整改规范农村及偏
远地区加油站公示如下：地址是赵庄镇大黄村魔术大观园
北760米宝赵公路西侧，名称为宝丰县亚通石油销售有限

公司。公示期5天，如有异议，请拨宝丰商务局电话6516618。
宝丰县商务局

2018年 2月 28日

公示

强化督促落实 重返第一方阵 今日天气 白天到夜里晴天到多云，偏南风3级左右转东北
风4级左右，最高气温18℃，最低气温5℃

本报讯 （记者程颖）2 月
27日，据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
办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市公布
了 2017 年度环境污染防治攻
坚战考核结果。

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考
核，获得优秀的县（市、区）政府

（管委会）有：新华区政府、湛河
区政府、宝丰县政府、舞钢市政
府、鲁山县政府、市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管委会；获得先进的县

（市、区）政府（管委会）有：郏县
政府、石龙区政府、卫东区政
府、高新区管委会、叶县政府。
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企业中
获得优秀的单位有：市公安局、
市环保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工
商局、市农业局、市发改委、市
监察局、市财政局、市安监局、
市食药监局、平煤神马集团。
获得先进的单位有：市工业和
信息化委员会、市住建局、市气

象局、市水利局、市国土资源局、
市供销社、市质监局、平顶山供电
公司、中石化平顶山石油分公司、
中石油平顶山销售分公司。

水污染防治攻坚战考核，获得
优秀的县（市、区）政府有：新华区
政府、宝丰县政府、湛河区政府、卫
东区政府、郏县政府；获得先进的
县（市、区）政府（管委会）有：市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鲁山县政
府、高新区管委会、叶县政府、舞钢

市政府、石龙区政府。获得优秀的
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市环保局、市
畜牧局、市南水北调办、市水利局、
市财政局、市住建局、市国土资源
局；获得先进的部门有：市发改委、
市交通运输局、市林业局、市卫计
委、市农业局、市科技局、市工业和
信息化委员会、市安监局。

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考核结
果为优秀的县（市、区）政府（管委
会）将各获奖励30万元，水污染防

治攻坚战考核结果为优秀的县
（市、区）政府（管委会）将各获奖励
20万元；大气和水污染防治攻坚战
考核结果为先进的县（市、区）政府

（管委会）将各获奖励10万元。
大气和水污染防治攻坚战考

核结果为优秀的市政府有关部
门、有关企业将各获奖励 10 万
元，考核结果为先进的市政府有
关部门、有关企业将各获奖励 5
万元。

2017年度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考核结果公布

本报讯（记者程颖）据有关部门
研判，我市近日将出现中度至重度污
染天气。2 月 27 日，市环境污染防治
攻坚办发出通知，自 2 月 27 日 18 时
起，我市启动重污染天气橙色（Ⅱ级）
预警，采取Ⅱ级响应措施。橙色预警
响应的调整或解除时间另行通知。

省环境监测中心、省气象台及我
市专家组研判，2月27日至3月3日我
省整体大气污染物扩散条件较差，
PM2.5 累积污染出现，全省有中度至
重度污染过程。我市大气污染物扩
散条件更差，可能出现中度至重度污
染天气。经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
领导小组和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
部研究决定：自 2 月 27 日 18 时起，启
动重污染天气橙色（Ⅱ级）预警，采取
Ⅱ级响应措施。

按照我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要求，各新闻媒体和电信运营企业将
在全市发布健康防护警示和建议性
污染减排措施。重点工业排污企业
和行业将采取强制性污染减排措
施。已按照市政府和相关县（市、区）
政府（管委会）要求采取较Ⅱ级响应
措施更加严格减排措施的，仍执行更
加严格的减排措施。橙色预警期间，
所有燃煤设施不得擅自启动。

在主城区实施非绿标车、燃油三
轮车、柴油轻型货车、渣土车、非道路
机械设备和大型货车绕行、限行、禁
行；各类施工现场要达到“六个百分
之百”要求，全市所有户外施工工地
停止施工作业，停止室外喷涂、粉刷、
切割、护坡喷浆作业；严格按照我市
冬季城市道路机扫洒水的有关要求
和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专家组的指
令，持续进行路面机械清扫、清洁；严
格执行烟花爆竹禁燃禁放措施。

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办要求，各
县（市、区）政府（管委会）、市直有关
部门和各有关单位要强化现场督导
检查，确保强制性减排措施不折不扣
落实到位。

省驻地督导组、省强化督导组、
市纪委监察局和市环境攻坚督查办
将对以上管控措施落实情况进行全
面督查。对工作不力致使管控措施
得不到落实，以及迟报、漏报、瞒报管
控日报信息的单位和个人严肃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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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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16时至2018年2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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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1.67
498.71

107.45

32.69

54.52
21.53
16.25

61.66

562.27

16.37

662.94
1491.14

41.71
19.26

4508.17

氮氧
化物

1198.03
690.85

351.08

115.96

161.92
36.19
103.65

883.43

999.35

38.29

1688.58
1417.46

843.36
208.8

8736.95

烟尘

200.58
41.66

41.04

26

48.33
20.77
18.49

48.68

88.39

15.94

1016.77
574.4

40.63
16.83

2198.51

企业日排
放总量

（千克）

2320.28
1231.22

499.57

174.65

264.77
78.49
138.39
0.00

993.77

0.00

1650.01

70.60
0.00

3368.29
3483.00

0.00
925.70
244.89
0.00

1544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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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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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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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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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20

-12
-9

-41

备注

停产

停产

停产

停产

停产

2 月 25 日深夜，
市公安局青石山派出
所交管巡防大队民警
在查缉卡点对一名驶
入禁行区域的大货车
驾驶员进行处罚。

为做好大气污染
治理工作，该大队根
据群众举报，于当日
夜间至次日凌晨组织
警力集中打击大货车
驶入禁行区域等违法
违规行为，努力消除
道路扬尘污染隐患。

本报记者 王尧 摄

加强夜间执法

本报讯（记者张亚丹）“河滨公园东
门附近有游商游贩占道经营，已通过数
字平台将案件派过去了，请马上安排人
员清理。”2 月 27 日上午，湛河区数字化
城市监督指挥中心接到市数字化城市管
理指挥中心派发的案件后，立即向该案
件权责部门湛河区城管执法局派发。

据该区数字化城市监督指挥中心主
任刘金鹏介绍，责任单位处理完成后，还
要附上现场照片以作为处置依据向市数
字化城市管理指挥中心回复。

春节期间，为给市民营造一个整洁

有序的生活出行环境，湛河区数字化城市
监督指挥中心工作人员放弃节日休息，坚
守岗位，充分利用数字化城管平台快速高
效的优势，加强与区城管执法局、区环卫局
等重点责任单位的沟通协调，及时有效处
置各类案件。

该中心认真落实大厅人员分包责任
制，做到任务明确，责任清晰。同时严格追
踪每一个案件处置的全过程，确保案件快
速处置。严格落实领导在岗带班制度。针
对突发事件做到不拖延、快办结，最大程度
缩短案件处置时限。重点跟踪落实市民投

诉举报案件，畅通民意诉求通道，保持
2962319 市民投诉热线 24 小时畅通，针对
市民投诉问题，第一时间落实，第一时间反
馈，确保群众反映的问题处置满意度。

此外，该中心通过多渠道发现问题，综
合利用视频监控抓拍、热线电话和微信平
台举报、人工巡查、无人机航拍等对重点部
位、重点时段进行重点巡查、重点监控。特
别对宁洛高速引线、平桐路和河滨公园 4
门等问题高发地段及禁燃禁放等重点工作
开展全程实时监控，发现问题第一时间通
过系统平台派发到相关主管单位处置并跟

踪落实情况。通过各相关部门高效快速联
动，该区节日期间保持空气质量、市容环境
卫生和交通秩序良好。

春节期间，该中心共承接市派案件 385
件，处置378件，处置率达98.18%，区级社管
系统平台通过多种渠道共采集案件121件，
处置118件，处置率达97.52%。

此外，该中心综合运用人工上报、视频
监控、热线投诉、无人机航拍等多位一体模
式，为市民营造一个和谐有序的节日环境，
真正落实“主动、快速、高效、为民”的服务宗
旨。

全面保障春节期间城市清洁有序

湛河区数字化“大城管”春节“不掉线”

本报讯 （记者毛玺玺）2 月
27 日上午，由新华区纪委监委、
区委宣传部、区文化旅游局联合
主办的廉政文化专场演出在鹰城
广场举行。

“红色文艺轻骑兵 新春走基
层”廉政文化演出旨在围绕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弘扬传
播廉政正能量，也是该区学习十
九大精神和助力党风廉政宣传教
育的一项重要举措。节目以廉政
文化为主基调，紧紧围绕“廉政教
育”与“唱响十九大”主题，通过歌

舞、小品、快书等多种艺术形式，将
廉政融入内容健康、形式多样、群众
喜闻乐见的文体娱乐活动之中，以
轻松诙谐、寓教于乐的方式传递社
会正能量，弘扬文化新风尚，切实做
到廉政文化走近千家万户。

据该区文化旅游局局长马群峰
介绍，近年来，该区把开展廉政文化
进村、进社区作为推进反腐倡廉、固
本强基、抓源治本的基础性和战略性
工作来抓，该局精心组织，创新载体，
使反腐倡廉教育不断向纵深拓展，形
成了倡廉崇廉的浓厚氛围。

新华区举办廉政文化演出

本报讯（记者田秀忠 孙聪
利） 为深入推进“七五”普法进
程，切实发挥司法行政普法教育
宣传职能，2月26日，卫东区司法
局在万达广场举办了以“弘扬法
治精神、共建和谐卫东”为主题的
法治文艺汇演，为广大市民送上
了一顿法治文化大餐。

演出吸引了上千名观众，
大 家 在 轻 松 的 氛 围 中 了 解 法
律知识、感受法治文化。演 出
现 场 ，该 局 还 向 市 民 发 放 了

5000 余 份 印 有 普 法 宣 传 字 样 的
手 提 袋 、700 本 社 区 居 民 法 律 知
识 读 本 、600 本 农 民 法 律 知 识 读
本 以 及 8000 余 份 法 律 援 助 小 折
页 、宪 法 宣 传 页 、便 民 服 务 卡 等
宣传物品，受到了群众的普遍好
评。

据该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本次
演出是区法治文艺巡演活动的首场
演出，接下来，他们将陆续在市体育
村、东安路街道东苑社区等人口密
集场所进行巡演。

卫东区普法文艺汇演进基层

本报讯（记者张鸿雨） 2月
24日下午，石龙区一个不到两岁的
幼儿独自出门迷路，后在热心居民
和民警的帮助下找到家人。

当日下午12点20分许，该区
多个微信工作群相继发布一张图
片并配发文字“谁家孩子找不到
了，速来龙兴路派出所认领，也可
拨打电话3644550。”下午两点多，
微信群发布信息称孩子的家人已
找到。

据该区公安局龙兴路派出
所所长董煜介绍，当日中午 12
点左右，该所接到居民姚女士报
警，称军营社区有一个小男孩一
边走一边哭，无家人陪伴，请求
民警帮助。接警后，该所民警立

即赶到现场。但由于孩子较小，无
法说清楚家庭及家人相关情况，民
警向周边群众询问无果后将小男孩
带回派出所。随后，他们到军营社
区走访询问，并发微信朋友圈寻找
其家长。

由于区公安局110报警指挥中心
和巡特警大队均接到丢失孩子的警
情，该所增派警力在周边走访。在军
营社区竹茂自然村，一位村民反映孩
子像是村民姬某的孙子。民警立即
与姬某的儿媳妇取得联系，经核对小
男孩是她的小儿子，尚不到两岁。她
称，孩子奶奶午饭后带着大孙子出去
玩，没想到老二跟着也出去了。由于
一直忙，直到民警找到家时，她还不
知道孩子走丢。

幼儿出门迷了路 警民合力找家人

本报讯（记者杨德坤）“文艺
小分队来到俺家门口，送来的有文
体演出、爱国主义电影，很受欢
迎。”2月27日，舞钢市红山街道营
街村村民李春喜看完文艺小分队
送来的电影《战狼2》后，直呼过瘾。

春节期间，该市文化、广电、
文联等单位联合各乡（镇、街道）
抽调 68 名文艺骨干和近千名文
化志愿者组成文艺惠民演出小分
队，深入基层一线，开展“红色文
艺轻骑兵”新春走基层系列活动，

丰富群众节日文化生活。
在活动中，文艺演出小分队为

群众表演歌舞、方言快板、戏曲、舞
狮、秧歌、杂耍等“接地气”的文艺节
目，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文
化发展的新成果。

截至目前，该市“红色文艺轻骑
兵”已为群众免费赠送书籍2000本，
书写春联 5000 余副，开展文艺演出
36 场次。此外，该市还将在元宵节
举办传统花社大赛及“红色文艺轻
骑兵”新春音乐会等活动。

舞钢市“红色文艺轻骑兵”活跃乡村

本报讯 （记者田秀忠 通讯
员宁建鹏 马红娜）2 月 27 日，郏
县体育场人潮涌动，热闹非凡。
体育场北部的舞台前，近千名观
众或站、或坐把舞台围得水泄不
通。台上，身着古装的演员纷纷
拿出看家本领表演节目；台下，观
众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和喝彩
声。这是记者在郏县举办的“红
牛杯”优秀剧团展演现场看到的。

今年 82 岁的张大娘家住郏
县冢头镇柿园村，春节到县城儿

子家过年。听说县体育场有大戏，
她一大早就搬个凳子赶来。她高兴
地说：“儿子家离这里不远。出来走
走、看看，既锻炼了身体，又能看到
这么好的大戏，心里特高兴。”

为丰富春节期间群众文化生
活，由该县县委宣传部主办，县文广
局和畜牧局承办的郏县“红牛杯”优
秀剧团展演 2 月 23 日至 27 日(正月
初八至正月十二)在县体育场举行。
来自该县的10个民间草根剧团，5天
时间献上10场大戏。

郏县“红牛杯”优秀剧团展演举行

人们常说，信访工作是“机关第一
难”。新华区中兴路街道文化宫社区党
总支书记陈二恩把接待上访群众、解决
信访问题与践行党的宗旨紧紧连在一
起，用对党的无限忠诚履行一名基层信
访干部的光荣职责。他常说：“民之难即
党之忧，干部做工作不能怕困难、怕矛
盾，党的干部就是要为党分忧、为民解
难。”

在工作中，陈二恩真诚接待每一名
来访居民，从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的
角度出发，针对来访居民的思想认识和
实际问题，尽力解疑、释惑，帮居民所需，
解居民所难，实实在在为居民办实事、办
好事。近年来，他解决的大大小小信访
案件100余件。

居民李某多次进京上访。陈二恩带
领社区工作人员放弃节假日休息时间，
多次上门做思想工作。刚开始，李某和

妻子不让他们进门，存在抵触思想。陈二
恩一趟不行，就两趟，三趟……就这样，他
慢慢地打消了李某的顾虑，通过深入细致
的讲法治、讲政策，在生活上对其尽所能进
行帮助，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使其打消了进
京上访的念头，开始依法申诉。

对于一些集体上访，陈二恩能够做到
认真倾听，详实记录，认真分析问题症结，
入情入理地做好疏导工作。2016 年 10
月，市区一家饭店家属院因物业公司和业
主之间发生矛盾，物业公司撤离，家属院

脏、乱、差。又因饭店家属院属于物业管
理总水表，没有分表入户，造成欠费停水，
给居民生活带来不便，业主委员会带领业
主多次到市、省信访局上访。陈二恩和社
区工作人员帮助家属院打扫卫生、清理垃
圾，安抚群众情绪，并代表群众向中兴路
街道反映。在中兴路街道的支持下，积极
与市自来水公司协调，通过 3 个多月的努
力，居民与市自来水公司达成一致意见，
居民开始自觉缴费，市自来水公司对家属
院进行水网改造，这一工作获得社区居民

的一致好评。
面对多种多样的基层矛盾，陈二恩说：

“我的岗位虽然很平凡，但是我将不忘初心，
继续用心用情为信访群众解决好每一个诉
求，最大限度地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本报记者 何思远）

——记新华区信访干部陈二恩

帮居民所需 解居民所难

据新华社北京 2月 27日电
（记者王宾、陈聪）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全球公共卫生中心主任
董小平27日说，随着春节过后务
工人员返城、学生开学，3月我国
可能出现季节性流感“小高峰”，
但预计流行程度会低于前一波流
感疫情。

董小平当天在国家卫生计生
委例行发布会上说：“季节上出现

‘倒春寒’，加上人员大量流动，是
3月份或将出现流感‘小高峰’的
可能原因。”他指出，人感染高致
病性禽流感的病例在冬春季也会

出现，形成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和
季节性流感在时空上的重叠。但根
据对病毒基因和蛋白的分析，目前还
没有迹象显示现有的高致病性禽流
感病毒会在人间引起大流行。人感
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的病人数量也远
低于季节性流感的病人数量。

据了解，对于务工人员返城带
来的再一次人口迁移活动，以及学
生开学可能导致的聚集性流感疫
情，各级疾控中心将密切监测流感
病毒流行情况。卫生计生部门已与
教育部门会商，做好学校流感疫情
防控工作。

疾控专家：

季节性流感3月或将迎“小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