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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 白天到夜里晴天间多云,偏南风3级

左右，最高温度22℃，最低温度9℃

强化督促落实 重返第一方阵

本报讯 （记者张鸿雨）4 月
14日，河南维泰农牧科技有限公
司100万只肉羊屠宰暨食品加工
项目在石龙区开工。该项目位
于龙河街道河湾社区，一期屠宰
项目占地40亩、投资1.6亿元，计
划今年 9 月底前建成投产，届时
可提供就业岗位200个。

据市畜牧局局长赵志伟介
绍，近年来，我市紧紧围绕畜牧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绿色
发展理念，着力调整优化畜群结
构，以生态循环为导向，以优质草

畜为重点，全力支持奶牛、肉牛、
肉羊产业发展。目前，我市河南
大尾寒羊、尧山白山羊等地方品
种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工作稳
步推进，波尔山羊优良品种推广
势头良好，养羊业呈现出稳中有
增、升中有优的良好态势，但存在
缺乏肉羊加工企业、产业化发展
能力较弱等问题。该项目的开工
建设，将补齐我市肉羊屠宰加工
产业的短板，对拉长产业链条、推
动三产融合、做大做强肉羊产业
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河南维泰100万只肉羊屠宰
暨食品加工项目落户石龙区

本报讯（记者孙聪利）4 月 15
日上午，市湛河治理工作指挥部副
指挥长王天顺带领指挥部各部门
负责人和湛河综合治理工程设计
方负责人，以及部分市人大代表和
政协委员，实地检查工程建设。

检查人员先后来到许南路液
压坝工地、许南路桥下护岸工程
工地、祈营灰场施工现场、开发二
桥东西两侧的一平台铺装工地和
新建湛北干管工地，实地了解工
程进度、检查工程质量，并验收了
两段总长 860 米的新建湛北干管
顶管工程。检查发现，除许南路
液压坝工程进展缓慢外，其余工

程稳步推进。通过现场检查并结
合施工过程中的各项数据资料，
检查人员一致认为验收的两段管
道为合格工程。

王天顺强调，各在建标段，尤
其是许南路液压坝工程和有绿化
种植任务的标段，要增强时间观念
和责任感，科学组织、合理安排，以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状态，在保
证质量的前提下加快推进工程；要
严格落实防扬尘措施，强化工地安
全管理，做到安全文明施工；已经
进入扫尾自检阶段的标段要严格
对照标准，加快自检自改，按期交
工验收。

市湛河治理工作指挥部在检查工程建设时强调

保证工程质量 加快工程进度

本报讯（记者吴玉山）4 月 15
日，记者从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了解到，近日，该局发布了首批餐
饮服务企业“红黑”榜名单，有 260
家餐饮服务企业被列入“红榜”，49
家餐饮服务企业上了“黑榜”。该
局将对列入“黑榜”的餐饮单位加
强监管。

今年以来，我市全面实施餐饮
提升工程，按照“布局基本合理,设
施基本齐全，制度基本完善，安全基
本保障”的目标，实行集中改造、整
治与严格审批相结合、严格执法与
科学管理相结合、扶优与治劣相结
合，通过对基础条件较好的餐饮单
位进行升级改造，使其成为“环境整
洁化、布局合理化、设施标准化”的
餐饮示范单位，为其挂“红牌”；对环

境卫生脏乱、不符合餐饮安全标准
的餐饮企业（卫生不达标、食品不安
全单位）授予“黑牌”，悬挂在门店显
眼位置，提醒顾客谨慎用餐。定期
评选，及时发布，确保餐饮消费安
全，让老百姓吃得放心。

据市食药监局执法人员介绍，
“红黑榜”通过监管明确到人，分类
授牌，制订餐饮食品安全量化分级，
来进行动态管理。凡授予“红牌”的
餐饮单位，如在复查中未达标，将对
其摘牌；被授予“黑牌”的主动整改
后提出申请，经检查验收合格后方
可撤销。挂“黑牌”期间，若该餐饮
企业发生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重处
罚。“红黑榜”制度实施以来，企业的
主体责任意识显著增强，已有 152
家门店主动停业改造。

260家企业上“红榜”，49家上“黑榜”

市食药监局发布首批餐饮业“红黑”榜

本报讯 （记者毛玺玺 ）“街道成立
了巡查专班，不间断巡查环境治理问题，
保证至少白天两次、晚上 1 次的巡查频
率。对于发现的道路保洁、庭院卫生、占
道经营和餐饮油烟治理等问题，及时由
环卫、食药和城管执法部门进行监督整
改。”4月15日，新华区光明路街道副主任
王炳强介绍了该街道近期环境污染治理
经验，“我们还通过交警部门的配合，持
续清理路边乱停乱放车辆，对路面进行
彻底冲洗。”

为做到在实处抓精细，新华区通过

加强部门联动，细化交通疏导、社区庭院
楼道拖扫、建筑工地楼层冲洗、主次干道
背街小巷定时洗扫等各项管控措施，持
续提高环境精细化管理水平。凌云路以
东区域所有道路每周冲洗两次，社区庭
院清洗及楼道每周拖扫两次；周边工地
严格落实“六个百分之百”“两禁止”等措
施，楼层冲洗每周两次，确保不起尘；加
大餐饮业油烟治理设施运行及清洗情况
监督检查力度，确保油烟治理设施正常、
高效运行；周边体育路市场、胜利街市场
路面每晚冲洗1次，取缔燃煤烹饪设施。

为做到有的放矢，在小处抓问题，该
区相关领导持续对环境管控情况进行现
场督导检查。针对存在的问题，各部门
迅速行动，住建局及时对各违规作业工
地实施停工整治；各镇（办事处、管委会）
安排专人盯守市政工程及拆迁工地，督
促其严格落实提前洇透等防扬尘措施；
环保局聘请第三方机构对餐饮业油烟净
化设施运行效果进行监测；食药监局对
餐饮业油烟净化设施运行情况进行普
查，督促业主定期清洗，确保处理效果；
执法局加大背街小巷占道经营的处理力

度；环卫部门加大重点地段及背街小巷
的冲洗频次。同时，该区启动监督、问
责机制，确保各单位部门环保工作落到
实处。

此外，按照该区重点区域周边道路
交通疏导方案要求，截至目前，辖区学校
周边隔离护栏已安装完毕，光明路派出
所先后在光明路小学、联盟路小学、市十
四中、育才中学门前等重点位置安装高
清摄像装置10套，目前已调试成功，正在
向省公安厅报备。待报备完成并登报公
示后，抓拍处罚功能将奏效。

新华区精细化推进环境污染防治

4 月 15 日上午，施工车辆
在焦庄水厂供配水工程施工现
场作业，周边裸露土地全部加
盖了防尘网。

该工程是我市重点建设项
目。为确保在建设施工的同时

有郊防尘抑尘，该工程开工伊始
就做好防尘抑尘工作。除对裸
露施工土地加盖防尘网、设置车
辆冲洗设施外，还通过喷雾、洒
水等方式，尽量做到防尘、抑尘
无死角。本报记者 牛智广 摄

加紧施工 不忘抑尘

“这些年经受的挫折，吃的苦、受的
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不过现在都过去
了，厂子也走上了正轨，一切都在向好处
发展。”4月 15日，在自家的箱包厂办公室
里，30 岁的刘晓娜侃侃而谈，脸上带着自
信的微笑。

2008年，20岁的刘晓娜嫁到郏县茨芭
镇苏坟村后，接二连三的生活打击就落在
了她的身上。婆婆先是患脑溢血，花了一
大笔医疗费，后又落下偏瘫后遗症，失去
劳动能力。2010年，公公又因劳累过度患
上了肾病，继而转化为尿毒症。

刘晓娜从小性格要强，坚信只要勤劳、
实干，就一定能改变贫困面貌。她和丈夫
商量后，租种了村里的十几亩土地，想通过
种植发家致富，为公婆筹集医疗费用。

然而由于气候干旱，加上村里水利条
件不好，种地靠天收，效益很低。辛苦操
劳了两年，刘晓娜家不仅没有挣到钱，反
而又新增了不少外债。

为了还债和给公婆治病，刘晓娜和
丈夫决定外出打工。2011 年，夫妻俩把
两位老人托付给单身在家务农的大哥
后，便到苏州打工了。打工期间，两个
人干过临时工，当过合同工，做过小生
意，整天起早贪黑，没日没夜地干活。

两年后，日子慢慢有了起色，也攒起了
一些钱。

然而这时候大哥来电话说，公公的病又
重了，每周得到县医院做几次透析治疗。
哥哥一个人既要带父亲去县城看病，又要
照顾生病的母亲，实在是忙不过来。权衡
之下，夫妻俩决定回家侍奉双亲。

没有挣钱门路，拿什么孝养老人？
2013年，回到家乡照顾二老的刘晓娜又琢
磨起种蔬菜的事来。夫妻俩打听到娃娃
菜的效益不错，一亩地能净收入 1000 多
元，便租种了20多亩地开始种菜。

由于没有经验，蔬菜的质量不高，加
上没有公司收购，辛苦一年下来，操心劳
力不说，反倒赔了 2 万多元。更让这个家
雪上加霜的是，这一年刘晓娜的公公也因
病重不治身亡。

接二连三的打击让刘晓娜陷入深深
的苦闷之中，怎么办？刘晓娜不向命运低
头，经过多日思考，她和丈夫决定购买农
机具在农忙时节为农民耕地、收割。2014
年春，她借钱、贷款购买了一台二手耕地
拖拉机和一台二手联合收割机。在之后
的 3 年时间里，夫妻俩不避寒暑，不分昼
夜，起早贪黑。其间曾经累倒过好多次，
终于还清了外债，摘掉了贫穷帽子，而且

还有了一些节余。生活开始向她露出了
笑脸。

2017 年，刘晓娜在一次朋友聚会时
了解到一个信息：许昌市鄢陵县有很多
小型箱包加工厂，订单多，效益好。说者
无意，听者有心。刘晓娜敏锐地觉察到
这是个难得的商机。她立即和丈夫一起
赶到鄢陵进行实地考察，认为这种加工
箱包的生意技术含量不高，投资又不大，
只需要几台缝纫机和几间屋子就行。另
外，农村还有大量的留守劳动力可用，工
人问题也能在本地解决。

考察回来后，夫妻二人立即行动，多
方筹集了 10 多万元，买了 13 台电动缝纫
机，又在本村新村社区租了几间房子，招
了十几名农村妇女。就这样，一个简单的
箱包加工厂建成了，刘晓娜也从一个农家
女变成了一个女厂长。

第一批订单加工300件太空被箱包质
量合格，让刘晓娜初步取得了总公司的认
可和信任。接着第二批 6000 件办公室收

纳袋的订单就来到了厂里。按时交工后，
扣除工人工资等费用，刘晓娜的工厂第一
次赢利了1000多元。

尝到了赚钱的甜头，刘晓娜的干劲更
足了。接着第三批、第四批订单接连而
至。机器不够用了，人手不够用了，刘晓
娜果断地增加了投资。她又借贷 10 多万
元购买了 17 台电动缝纫机。加上原来的
机器，厂子的加工能力一下子提高了许
多。每天，30 台机器一齐开动，隆隆的轰
鸣声，就像是在开着一场大型音乐会。截
至2017年底，刘晓娜的箱包厂共加工各种
箱袋20多万件，获利5万多元。

“钱虽然赚得不多，但这只是个开始，
我相信以后会好起来的。”刘晓娜说，“我
办的这个厂子让村里的一帮姐妹学到了
技术，也挣到了钱，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
使她们精神不再空虚，我觉得这是最大的
收获。”

（本报记者 田秀忠 通讯员 王自行
张国营）

——刘晓娜的曲折致富路

挫折中闯出来的女厂长

本报讯（记者卢晓兵）4 月 15
日上午，平顶山博物馆第二届牡丹
节圆满落幕。据初步统计，为期 5
天的牡丹节，共吸引了游客10万余
人次。

当天上午，闭幕式上精彩纷呈
的文艺演出一展平顶山博物馆风
采。该馆社教部人员带来的朗诵

《平博牡丹香》和《平博风采秀》古
韵绵绵；该馆办公室、安保部联合
带来的大、小提琴合奏《雨》，将大
家带入诗情画意的意境中；该馆志

愿者表演的手指操《礼仪之邦》尽
显传统礼仪魅力。

牡丹节期间，平顶山博物馆先
后举办了诗词、散文、摄影、书画大
赛和唐诗大会、童眼看平博等一系
列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共收到参
赛作品 500 余幅。闭幕式上，颁发
了大赛的一、二、三等奖。本次书
画、摄影大赛以及“童眼看平博”活
动的一、二、三等奖以及优秀奖获
奖作品，在该馆一楼大厅北厅展
出，市民可前去参观。

书画、摄影大赛等获奖作品在一楼北厅展出

平顶山博物馆第二届牡丹节闭幕

本报讯（记者巫鹏 通讯员
胡松汉）4 月 14 日上午，全市首
个、全省第二个“北大培文杯”全
国青少年创意写作大赛优秀生
源基地正式落户宝丰县一高。

“北大培文杯”组委会河南
赛区主任李军胥表示，“北大培
文杯”组委会将与该校在探索创
意写作与创新中学语文教学理
念、文学人才培养、青少年写作
课程研发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
以共同提升学生写作及语文水
平，为国内著名高校输送人才。
当天上午，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
席王剑冰从览、练、化等三个方

面和众多学子进行交流互动。
“北大培文杯”全国青少年创

意写作大赛2014年启动，每年举
办一届。大赛自创办以来，坚持
开门办赛，遵循“公正、公开、公
平”的原则，秉持“新感觉、新形
式、新思想”的理念，积极激发语
文创新思维，探索实现创意写作
与中文教育的良性对接，通过建
立成熟有效的严格遴选机制，发
现和输送了众多“创意突出、写作
优秀”的学生。在去年12月底，经
过“北大培文杯”组委会的认真考
察，河南省实验中学成为我省首
个“北大培文杯”优秀生源基地。

全市首个“北大培文杯”
优秀生源基地落户宝丰

本报讯（记者邱爽）4月 14日
上午，在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白龟
湖干渠桥南侧，一位昏迷老人被正
在日常巡逻的示范区白龟湖综治
办二中队队员成功救助。

据该队队员刘亚峰介绍，当天
上午8点30分，他正在白龟湖沿岸
执行日常巡逻，忽然发现一位头发
花白的老太太躺在白龟湖干渠桥
南侧的岸边，全身湿透，双脚还泡
在冰冷的湖水里。他马上向白龟
湖综治办二中队值班室报告情
况。二中队队长郭军辉第一时间
带着两名队员赶到现场，把老人从
水里搀扶出来，并拨打 110 报警和
120 急救电话。因湖边风力较大，
且不清楚老人的病情，不敢贸然搬
动，但看到老人在寒风中瑟瑟发

抖，郭军辉马上又组织 5名队员拿
着棉被和热水迅速赶到现场进行
救助。

5分钟后，队员们拿着取暖物
品到达现场。队员肖振勇拿来了
自己值班时盖的被子，队员闫华拿
着毛巾帮老人擦脸，郭军辉小心翼
翼地给老人裹上被子。此时，老人
已恢复了部分意识，郭军辉赶忙询
问老人家庭地址和亲属姓名。老
人说自己是示范区东太平村人，并
说了儿子的姓名。随后，110 警车
到达现场，郭军辉连忙把老人提供
的信息告诉民警。其中一位民警
恰巧是东太平村人，便立即拨打电
话把情况告诉老人的儿子。老人
的儿子赶到后，大家一起把老人抬
上了救护车。

白发老人水边遇险 综治人员热心相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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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4日16时至2018年4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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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1.27

338.29

33.33

32.59
57.95
31.54
21.21

13.34

67.68

847.26

20.58
501.81
757.98
1506.70

40.89
18.73
495.42
5726.58

氮氧
化物

1716.38

507.83

91.98

117.77
252.66
82.56
35.69

1539.78

3794.16

1089.15

32.45
2626.56
1610.06
1256.37

1434.27
223.58
4882.49
21293.72

烟尘

193.20

22.37

51.81

23.86
68.65
18.33
24.54

52.23

279.84

113.14

14.34
298.82
1048.53
571.39

68.77
15.96
475.97
3341.74

企业日
排放总量
（千克）
2850.84

868.48

177.13

174.22
379.25
132.43
81.44

1605.35

4141.68

2049.55

67.37
3427.19
3416.57
3334.45

1543.93
258.28
5853.89
30362.04

较2017年
11月14日
增减±（%）

52

34

-62

10
-9
15
-60

29

-26

-56

-56
-5
-25
207

47
-4

16

备注

停产

停产

4 月 15 日上午，在卫东区北
环路街道明珠社区“健康家园”，
居民在老师的带领下学太极扇。

为丰富居民业余文化生活，
该社区专门在社区内设立“健康
家园”，并让有太极扇、广场舞、书

法等才艺的居民为其他居民授
教，每天都有数十名社区居民前
来学习。 本报记者 牛智广 摄

社区健康家园丰富居民业余生活

本报讯（记者巫鹏 通讯员杨
国栋）“孩子当兵后，既有荣誉还有
实惠，我一定打电话告诉孩子，让
他在部队安心服役、刻苦训练，为
国防事业建功立业。”4 月 13 日上
午，家住宝丰县石桥镇冢坡村的张
欢迎激动地说。

当天，该县举行2018年度义务
兵优待金发放仪式，全县2017年入

伍的179名义务兵家长共领到优待
金287.356万元。

“义务兵优待金的发放，不仅
营造了‘一人当兵，全家光荣’的良
好氛围，同时也激发了有志青年参
军入伍的积极性和热情，巩固和发
展了军政军民‘同呼吸、共命运、心
连心’的良好局面。”该县双拥办主
任孙会东说。

宝丰县发放义务兵优待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