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综合新闻 2018年3月1日 星期四 E-mail:rbwz@pdsxww.com编辑 魏森元 校对 侯培华

平顶山市海成实业有限公司：
你单位职工王森向我局提出的申请工伤,我

局已受理并作出(2017)宛工伤认字第 6-03 号《认
定工伤决定书》,认定王森于 2017年 1月 15日在工
作中受到的伤害为工伤。现将《认定工伤决定书》
公告送达你单位,自登报之日起满 60日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地址：河南省南阳市便民服务中心北区 1 号楼
432房间，南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医疗工伤
生育保险科,电话：0377-63139909)

南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年3月1日

公 告河南滨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注 册 号 ：410491000033073）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债务人于见报
之日起45日内到公司申请登记。

特此公告
河南滨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2018年3月1日

注销公告

公 告 郭云龙，因你长时间无故离岗没
有正常上班，严重违反了公司的相

关规定，请在本通知见报之日起一周内，到公司办理
相关手续。逾期不到，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处理。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河南平顶山销售分公司

2018年3月1日

关于企业报送
2017年度报告的公告

平顶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8年 3月 1日

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
的规定，凡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之
前在我市各级工商部门领取营业
执照的企业，应当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报送 2017 年度报
告，并向社会公示。企业应当如实
填报年度报告，并对年报信息的真
实性、合法性负责。

对于未按规定期限公示年度报
告的企业，工商部门将依法将其列

入经营异常名录，并向社会公示。
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企业在政府采
购、工程招投标、国有土地出让、银
行贷款、企业上市、授予荣誉称号等
方面将被依法予以限制或禁入。

年报登录网址：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河南) (http://gsxt.
haaic.gov.cn/)

咨询电话：
市工商局 2588162（企业）2588075（个体及农专社）

技术咨询电话：2588080 2588065
市局专业分局 2588356 市人社局 2978878 市统计局 2639986
新华工商分局 2832676 新华区人社局 4947200 新华区统计局 7291931
卫东工商分局 3963258 卫东区人社局 3992682 卫东区统计局 3992763
湛河工商分局 4836686 湛河区人社局 2266025 湛河区统计局 4963409
高新工商分局 3988303 高新区人社局 3986260 高新区统计局 3983939
石龙工商分局 2526861 石龙区人社局 2526560 石龙区统计局 7132096
舞钢市工商局 8122701 舞钢市人社局 3300591 舞钢市统计局 8191668
宝丰县工商局 6511615 宝丰县人社局 6515155 宝丰县统计局 6519681
叶县工商局 8056013 叶县人社局 8099515 叶县统计局 6110056
郏县工商局 5583315 郏县人社局 3556699 郏县统计局 5161085
鲁山县工商局 5046685 鲁山县人社局 13064478956
鲁山县统计局 18737597630

强化督促落实 重返第一方阵 今日天气 白天到夜里阴天转多云，南部小雨转多云，东北
风4级左右，最高气温10℃，最低气温3℃

本报讯（记者毛玺玺）“西高皇村微
站位于城中村内，村内道路狭窄，二氧化
氮浓度高，估计为车辆慢速行驶排放尾
气所致，已安排人员对此处道路进行疏
导。”2 月 26 日晚上 8 点 10 分，西高皇街
道办事处副主任陈长安在区环境污染防
治攻坚群里回复并配发了整改后的现场
照片。

记者注意到，此时距群内 8 点钟发
布的专家组整改指令仅过去了10分钟。

陈长安向记者展示手机里的微型空
气质量实时监测APP并介绍道：“通过这
个软件可以实时查看街道两个微站的数
据，其实在专家发布提醒信息前，我已注
意到二氧化氮数据持续升高，并赶到现
场进行排查整改了。”

作为我市的居民密集区和商业中心
区，该区精准施策、科学治污、精准抑
尘。连日来，该区举办“科学治污、共同
守护”微型空气质量监测站知识培训班，
特邀专家对辖区 17 个微型空气质量监
测站的数据使用和管理进行了培训。“各
单位在做好日常管控的基础上，通过实
时监控数据，有的放矢排查污染源、科学
制定整治方案并做到及时落实到位。”该
区环保局局长王巧丽说。

“下一步，我区将继续加强对微型空
气质量监测站点异常数据排查及反馈工
作，对于上报材料及指令响应不及时的
单位将按规定扣分并追责。”该区环境污
染防治攻坚办有关负责人说。

新华区
精准施策科学治污

本报讯（记者邱爽）2月28日，记者
从示范区环保局了解到，针对我市近日
启动的重污染天气橙色（Ⅱ级）预警，示
范区迅速行动，扎实开展各项重污染天
气应对工作。

2月28日上午10点，记者在示范区长
安大道西段看到，环卫保洁人员人机结合，
采用洗、冲、扫等方法对人行道和慢车道的

积尘进行集中整治。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按
照要求，目前主要工作是加大对城区主次干
道的清洁、清扫力度，同时开展道路及隔离
栏冲洗、垃圾箱冲洗、人行道冲洗工作。

按照该区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措
施，该区在加大日常管理的基础上，把慢
车道、路沿石夹角、护栏下面、花带作为
整治工作重点，同时增加洒水频次，适时

对长安大道、祥云路、公正路、清风路、明
月路、复兴路、梅园路等主要路段采取机
械加人工全天保洁、高压冲洗加人工跟
踪排扫模式进行深度清洗，保证城区主
要路段达到“八净、八无”标准。

下午 3 点，记者在示范区未来路东
段福园小区工地看到，区环保局和住建
局工作人员正在检查该工地停工情况，

督促施工单位停止开挖、回填、场内倒运、掺
拌石灰、混凝土剔凿等土石方作业，并做好
洒水降尘、“三堆”覆盖工作，确保工地、道路
控尘全覆盖、无死角。

据该区环保局局长常春茂介绍，启动重
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后，他们还组织专人对企
业落实重污染天气管控情况进行不间断检
查，确保企业全部停产到位。

示范区积极应对重污染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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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16时至2018年2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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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7.91

456.59

134.51

33.85

51.28

24.79

16.6

67.52

517.61

15.3

727.84

1437.1

38.02

18.62

4377.54

氮氧化物

1239.85

705.05

350.2

77.22

174.16

33.91

108.49

910.61

1033.9

41.2

1295.5

1135.39

828.82

203.81

8138.11

烟尘

219.38

40.2

41.22

25.65

55.68

21.08

18.16

45.03

86.67

16.16

1050.6

594.55

41.97

16.12

2272.47

企业日排
放总量

（千克）

2297.14

1201.84

525.93

136.72

281.12

79.78

143.25

0.00

1023.16

0.00

1638.18

72.66

0.00

3073.94

3167.04

0.00

908.81

238.55

0.00

14788.12

较2017年
11月14日
增减±（%）

23

86

12

-14

-33

-31

-29

-18

-65

-52

-33

191

-13

-12

-43

备注

停产

停产

停产

停产

停产

本报讯 开心去旅游遭遇黑导游、一
家人欢乐聚餐吃出天价单、一辈子血汗
钱掏出来却交给了黑心房地产开发商、
电话费无端被多扣费被改套餐、网络收
费高延迟也高、购个物遇上了霸王条款、

“高端”小区迟迟通不了暖气……2017
年，类似的糟心事你遇到过吗？一年一
度的“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即将到
来，为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围绕今年“3·15”“品质消费 美好生活”
的维权主题，平顶山日报传媒集团决定
自今日起开展第二届消费者信赖品牌评
选暨“3·15”市民消费满意度调查系列活
动，以投票的方式选出消费者信赖的企
业和品牌，用消费者的口碑来塑造我市
优秀品牌。您在消费中碰到的那些糟心
事、奇葩事、难心事，别窝在心里了，来一

吐为快吧。
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而良好

的消费环境是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必然要
求。在 2017 年成功举办消费者信赖品牌
评选暨“3·15”市民消费满意度调查系列活
动的基础上，平顶山日报传媒集团2018年
通过围绕“品质消费 美好生活”消费维权
年主题开展我市第二届消费者信赖品牌评
选暨“3·15”市民消费满意度调查系列活
动，架起政府、企业、消费者沟通桥梁，让百
姓了解政府净化市场的决心和努力；进一
步树立诚信企业和名优产品形象，共同打
造品质消费，打击假劣制品，促进市场优胜
劣汰，拉动我市消费市场，促进我市经济又
好又快发展，倡导诚信经营，品质消费，让
全社会听到消费者的心声，让鹰城人民畅
享美好生活。

我市第二届消费者信赖品牌评选暨
“3·15”市民消费满意度调查系列活动即日
起正式启动，至3月底结束，包括宣传发动
消费者、消费知识宣传、消费满意度调查、
向社会公开征集侵害消费者权益典型案例
以及典型维权事件、“3·15”当天大型现场
活动等。

消费者满意度调查涉及金融、保险、教
育、医疗卫生、汽车、商场超市、金银珠宝、
房地产、酒水餐饮、旅游、通信、家装建材、
婚庆、供水、供电、供气、交通等数十个与老
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行业（相关调查
表见本报五版）。市民可以用微信扫描刊
登在平顶山日报、平顶山晚报上的调查问
卷内的二维码参与投票，或登录平顶山新
闻网（www.pdsxww.com）打开“3·15”活动
菜单投票，也可关注平顶山微报微信公众

号点击“3·15”菜单参与，还可以下载平顶
山传媒APP进行投票。本次活动通过抽奖
的方式奖励参与调查的市民。投票时间为
即日至3月25日，3月底公布幸运抽奖市民
名单和调查结果。

同时，消费者可拨打电话4940000或发
送电子邮件到 wbrx4940000@163.com 进行
维权爆料，记者核实后将予以报道，并反馈给
有关职能部门。欢迎市民积极参与并监督。

消费者还可以在“3·15”活动现场投诉
爆料。3月15日，平顶山日报传媒集团将在
鹰城广场举行“3·15”大型宣传活动，在现
场设立投诉咨询台，接受消费者投诉及建
议。届时，平顶山日报传媒集团会邀请我
市有关部门现场帮助消费者维权，同时宣
传展示消费者信赖的企业和名优产品。

（李永）

“3·15”市民消费满意度调查系列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沙星海）2月28
日，市残疾人康复教育中心有关
负责人介绍，新春第一期残疾人
职业技能培训班将于3月12日开
班，培训地点在市残疾人康复教
育中心，培训的3个传统强项专业
分别为美甲、化妆和盲人初级保
健按摩。按摩班计划培训76人，
美甲、化妆班计划培训38人。

凡年龄在 18 周岁至 45 周岁
的残疾人或残疾人家属均可报名
参加。学员应具有一定劳动能

力，遵纪守法，生活能够自理，有参加
学习培训的意愿。盲人初级保健按
摩培训时间为 4 个月，美甲、化妆培
训时间为两个月，学费、食宿费全
免。各县（市、区）欲报名学员可向各
县（市、区）残联咨询相关事宜。学员
需在 3 月 10 日至 11 日由各县（市、
区）残联统一组织报到。

学员报到时，要携带本人身份
证、残疾人证原件、换洗衣物及日常
用品，上交身份证、残疾证、学历证等
证件复印件与学员报名表。

残疾人朋友快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

本报讯（记者沙星海）“来呀，看看
吧，我们的待遇很好的。”“英雄请留步，
你想到的，我们都有；你没想到的，我们
给你惊喜。”2月 28日，我市 2018春季人
才交流大会在市人才交流中心举办。用
人单位求贤若渴，充分竞争的人才市场，
让不少单位感叹，想要招到合适的人可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得抢。

毕业于郑州某高校的彭钢，一进市
场大门就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热情，多
家用人单位的招聘人员不停往他手中塞
招聘简章，接着是招聘摊位“海报吸睛”，

纷纷亮出自家薪酬待遇、福利条件；再往
里走，几名人力资源顾问贴身跟随，不停
邀请他到自家摊位前了解情况。“搞得我
不去都不好意思。”彭钢笑说。

“学历不是问题，专业不是问题，只
要你来，我们先培训再上岗，底薪加提
成，五险都有，外加各种带薪休假，还有
生日礼物。”一家房产销售公司开出了诱
人条件，称业绩好，月薪轻松过万元。一
家医疗机构负责招聘的人员说：“员工有
培训机会，有上升空间，绝对会有归属
感。”

传统行业不遗余力，新兴行业也各出
奇招。阿里巴巴麾下的一家公司现场用
笔记本电脑展示 PPT，描画公司发展前
景，大数据、云空间等高大上超炫演示吸
引了不少人关注。临近下午，有些单位收
获满满，有些单位愁眉不展。“急需的专业
人才没招够，下次还得来。”一家用人单位
表示。

“传统行业与新兴产业合力拉动市场需
求增长，技工岗位招工较多，求职者趋向年
轻化，用人单位更青睐有培养潜力的员工是
这次招聘会的特点。”该中心有关负责人说，
当日 146 家用人单位到场揽才，进场求职
6000 余人次，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3000 余人
次，销售类职位占总需求数的 17.8%。当天
招聘会结束后，线上招聘活动还将持续一个
月，继续为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提供对接平
台。

用人单位更青睐有培养潜力的员工

我市春季人才交流大会上演抢人大战

“河南省深化简政放权放
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网络意见
征集”专栏（https://fgf.dahe.cn/
sup/feed）2 月 26 日正式上线，
期待您提出宝贵意见建议。

近年来，全省上下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深化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
革，大幅精简行政审批事项，深
入实施投资审批、商事制度、职
业资格等领域改革，积极推进
办税便利化，着力优化民生服
务，不断提升“互联网+政务服
务”水平。几年来，有关政策措
施的落实成效究竟如何？各类
审批服务事项是否还存在手续
繁、材料多、时间长等问题？是
否仍存在各种不合理、不必要
的证明？监管中是否存在以罚
代管、弹性执法等问题？是否
仍有巧立名目违规收费现象？
水、电、气、暖等公共服务是否
便捷高效？即日起，您可登录
河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
//www.henan.gov.cn/）或大河
网（https://www.dahe.cn/），对
办事不畅、政府部门管理服务
不到位等问题提出意见建议。

为充分倾听企业和群众呼

声，进一步掌握“放管服”改革政策
措施落实情况，以更有力举措把改
革向纵深推进，河南省人民政府推
进职能转变协调小组办公室自2月
26日至3月26日，开展河南省深化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
网络意见征集活动，征集内容涉及
简政放权、投资项目审批、涉企事
项、办税便利化、民生服务、“互联
网+政务服务”、职业资格改革等7个
重点方向。企业、群众可通过点击网
页、手机客户端或扫描文末二维码等
方式进入专栏，反映问题线索，提交意
见建议。各方面的问题意见将及时
转有关方面进行核实、努力解决，并通
过活动开展不断提升我省“放管服”
改革工作水平，进一步增强企业和
群众获得感。

扫描二维码 动动手指提建议

河南省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
改 革 网 络 意 见 征 集 活 动 即 日 启 动

本报讯 （记者王孟鹤）2 月
28日，市气象台发布2018年元宵
节期间天气预报，元宵节当日我
市多云转晴天，气温适宜。

“据近期大气环流形势演变
分析，元宵节期间我市以多云天
气为主，气温适宜，有利于户外各
种社会文化活动的举行。”市气象
台工作人员表示，3 月 4 日，我市
有一次降水过程，将对户外活动
产生不利影响。

具体预报如下：3月1日，白天到
夜里阴天转多云，南部小雨转多云,
东北风 4 级左右，最高气温 10℃，最
低气温 3℃。2 日（元宵节），多云转
晴 天 ，最 高 气 温 14℃ ，最 低 气 温
3℃。3 日，多云转阴天，最高气温
17℃，最低气温7℃。

市气象台提醒，目前我市已启
动重污染天气橙色应急预警响应，
按照预案要求，主城区将严格执行
烟花爆竹禁燃禁放措施。

元宵节我市气温适宜

本报讯 （记者田秀忠 通讯
员绳小闪 王自行）“明天就去厂
里上班，相信俺家今年也能过上
幸福生活……”2月28日，在郏县
白庙乡组织的新春艺术表演赛现
场，该乡邢庄村贫困户邢富运高
兴地说。

当天，该乡组织新春艺术表
演赛，在表演现场，18 支民间艺
术表演队纷纷亮出绝活，精彩纷
呈的文艺节目吸引了十里八村的
乡亲们前来观看。

一边是欢庆的表演赛，一边
是热闹的招聘会。该乡辖区 10
多个企业的招聘摊位一字排开，
被群众围得水泄不通。企业提供
有仓储、保洁、餐饮等多种就业岗
位，帮助村民好就业就好业。位

于该乡高新技术示范工业园区的河
南省泰鑫电气有限公司扶贫基地是
一家专业化生产特种变压器的股份
制高新技术企业，目前急需扩大用
工人数。邢富运了解到在该企业一
个月能挣3000多元，还管饭，就直接
报了名，打算次日就去上班。

为推进脱贫攻坚，该乡深入各
企业了解和搜集岗位需求情况，并
对辖区劳动力和返乡人员的求职意
愿进行摸底，利用新春艺术表演，积
极与用工企业对接，搭建就业服务
平台。当天，共有 12 家企业参与招
聘，提供岗位 156 个，初步达成就业
意向90余人。

白庙乡新春艺术表演赛现场应聘忙

新春走基层

2 月 28 日，演员们在鲁山县四棵树乡
黄沟村为贫困群众表演曲剧《四郎探母》。

为丰富贫困村群众文化生活，市教育
局驻黄沟村脱贫攻坚工作队组织戏曲表演
艺术家和党员志愿者到该村开展了“送温
暖，献爱心”活动。本报记者 王尧 摄

送温暖献爱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