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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注销公告
平顶山弈度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10402MA3X4636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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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弈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5月29日

宝丰县大营镇樊爱莲日杂店
（注册号：4104216011107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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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丰县大营镇樊爱莲日杂店

2018年5月29日

本报讯 （记者魏广军）确
定道路检测面积，用毛刷清扫
路面尘土，收集后放置天平称
重，测量积尘数值……5 月 27
日上午，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工
作人员在市区光明路与湛北路
交叉口北侧检查道路清扫情

况。
当日，市城管委工作人员对

新华区、卫东区、湛河区、市城乡
一体化示范区、高新区所辖光明
路、平安大道、东环路、开源路、
神马大道、长安大道等路段的清
扫整洁度进行检查。“过去检查

道路清扫情况，凭肉眼看，现在用
精密仪器测算，管理精细化、科学
化了。”一名工作人员说。从检查
情况看，各区能够按照标准规范作
业，卫生质量符合“以克论净”标
准，机械化清扫作业每天不少于5
次，人工全天辅助保洁，达到“五无

六净”的保洁标准，市区主次干道
卫生保持较好，达标率分别达到
100%。其中，示范区均值1.03克；
湛河区均值 2.16 克；卫东区均值
2.33克；新华区均值2.61克；高新
区均值2.86克。

市城区道路清扫保洁面积达

1078 万平方米，其中，主次干道
面积 593 万平方米，背街小巷面
积485万平方米。市城管委坚持
每周开展“以克论净”检查评比，
实行周通报周排名制度，今年以
来各区城市道路清扫保洁“以克
论净”达标率98%以上。

市区主次干道卫生达标率100%
规范作业“以克论净”

柴鸡咯咯叫，獭兔溜溜跑，羊
圈里成群的波尔山羊毛色纯、撒
欢跳……5 月 27 日，在舞钢市武
功乡刁沟村村民吴秋东家，记者
见到一幅热闹而又和谐的画面。

吴秋东、李花芝夫妇是刁沟
村有名的老实人，为人和善，邻里
相处融洽。之前苦于没有经济来
源，过着捉襟见肘的日子，2014
年 4 月，吴秋东家被确定为建档
立卡贫困户。

“她身体不好需要照顾，女儿
还在上高中，没有进项只有出项，
想想都犯难！”吴秋东说,随着脱
贫攻坚工作的深入推进和政府各
项帮扶政策的落地，2015 年初，
他家借助到户增收政策，购买了
14只波尔山羊，并得到政府补贴
2800元，上高中的女儿也通过教
育补贴每年有 2000 元的教育资
助。

“俺真是没想到，政府这么关
心俺一家人。”吴秋东激动地说。

在吴秋东的精心照料下，李
花芝的身体逐渐恢复，两人合计：

“咱不能啥都靠政府，在家搞养殖
不能丢，还得到外边找活干。”

从来没有出过远门，该到哪
里找工作呢？吴秋东正发愁之
际，该村党支部书记高桂先和驻
村第一书记王小平到家走访。
了解到他家的情况后，就鼓励吴
秋东到附近的金辉园林基地试
一试。吴秋东找到金辉园林公

司经理韩金辉，介绍了自己的情
况。一直为群众脱贫作贡献的韩金
辉直接录用了他。

在金辉园林干活期间，吴秋东
与其他务工人员聊天得知，去舞
阳、叶县干园林绿化的活儿比较
多，并且还有其他建筑工地也在大
量用工。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吴秋
东在金辉园林工作闲暇之余就到
附近的叶县和舞阳打小工。现如
今，吴秋东每天有稳定收入 100 多
元。

收入有了保障，吴秋东又动起
了小心思：“村里还有其他贫困户过
着穷日子，要是他们也跟我来一起
干活儿，生活质量也能提高一截
儿。”吴秋东找到村里的吴毛、唐国、
吴天荣等七八个和他一样的困难
户，大家听吴秋东说得靠谱，第二天
就和他一起外出干活了。

“真是没想到，秋东有了挣钱的
门路，还不忘俺这些老伙计，俺们天
天给他买酒喝都不亏呀！”跟着吴秋
东挖到“第一桶金”的吴毛高兴地说。

2016 年底，吴秋东借助到户增
收搞养殖等政策帮扶及在外努力打
拼，不但自己脱了贫，还带动吴毛等
其他贫困户摘掉了“穷帽子”。

“如果没有好政策，真不知道俺
这日子得怎么过。”吴秋东说，“俺现
在打零工收入每年近两万元，妻子
在家搞养殖每年也能收入近万元，
日子越过越舒坦。”（本报记者 杨德
坤 通讯员 贾东伦）

——舞钢市刁沟村村民吴秋东脱贫记

“俺自己脱贫了，不能忘乡亲”本报讯 （记者张亚丹
通讯员张旭长）“梁李村防火
员请注意，有一大型收割机
到达你村西南地块，现将定
位发至你的手机，请即刻联
系本村农机管理员，对农机
进行安全监测！”5月28日上
午，在湛河区禁烧指挥中心
的监控屏幕上，值班人员发
现一辆收割机从叶县方向驶
进该区荆山街道梁李村麦
田，立即拨通电话，向该村农
田防火员梁玉昌下达命令。

正骑电动车在田间巡逻
的梁玉昌立即电话告知农机
管理员赵松，不到5分钟，两
人赶到现场，对该农机的跨
区作业手续及安全性能进行
全面检查。在确定该农机不
存在安全隐患后，即刻向区
禁烧指挥中心作出了“该车
符合安全规定”的回复。

为强力推进环境污染
防治，确保农作物秸秆实现
零焚烧全利用，湛河区不断
加大秸秆禁烧人防、物防、
技防投入力度，强力推进三
防联动，在辖区建立纵向到
底、横向到边的秸秆禁烧防
护网。

4 月初，该区召开禁烧
工作动员会，建立起区、乡、
村三级禁烧体制，由区农林
水利局、农机局、消防大队及

区公检法部门和相关乡（街道）
为禁烧工作责任主体，负责即
时督导检查全区禁烧工作开展
情况；指派各相关单位中层干
部直接进村，包片禁烧；要求各
行政村指定包括村两委会成员
在内，10 到 30 人为专职“防火
员”，由他们负责协助上级部
门，开展好本片区的禁烧工作。

今年初，该区从建立“蓝天
卫士”监控系统入手沿辖区农
田四周安装监控设备，建成覆
盖辖区所有农田的“千里眼”可
视平台。同时，建立全区“防火
员”通信录与微信群。该区指
定专人负责农业区 24 小时监
控，发现可疑情况及时与各行
政村“防火员”联系，要求即时
处理即时反馈。对于一些典型
问题，及时转发至微信群中，要
求各行政村及时落实，随时做
好防控整改工作。

5月初，该区举办全区禁烧
人员技能培训，组织专业人员到
田间地头，现场检查消防器材的
配备情况，指导整改存在的安全
隐患，检测基层禁烧人员专业技
能掌握情况，并向群众们普及禁
烧知识及防火技能。

截至目前，该区已建立起
1300 余人的基层禁烧队伍，通
过监控平台处理禁烧问题 180
余条，开展禁烧技能入村培训
34起5000余人次。

遍布防火员 开通千里眼 培训增技能

湛河区筑牢秸秆禁烧防护网

本报讯 （记者田秀忠 通讯
员孙文涛）“村里的大喇叭又响起
来了，无论在家或在田间地头，都
会听到党的扶贫声音，接受党的
脱贫教育，感受党的温暖。”5 月
28日，郏县渣园乡杜庄村村民李
集利兴奋地说。

为更好地宣传党的扶贫政
策，传递党的声音，渣园乡和县
广播电台专业人员对“大喇叭”
通信设施逐村排查维修，保证

“大喇叭”正常使用，确保党的扶
贫政策及时传递给村民。“扶贫
广播大喇叭”依托扶贫相关政
策、郏县新闻、天气预报等方面
的内容，每天播放两档扶贫政策
和郏县新闻，播出时间为每天中

午 12:10 和下午 6:10，每个时段 40 分
钟。

“扶贫广播大喇叭”是郏县县
委、县政府有效的公共信息发布平
台，是为满足基层政府发布政务、
农业等信息而建设的工程。该乡
共建设村级“扶贫广播大喇叭”广
播 26 个，实现了“扶贫广播大喇叭”
工程全覆盖。乡广播站配备信号
发送设备，村广播点配备应急广播
收转控制器和数字扩大机，并与村
内大喇叭连接，实现同步广播。

目前，郏县依托县广播电视传
输网络资源和现有无线数字应急广
播、调频广播发射基站，在 13 个乡

（镇、街道）364个行政村建立了扶贫
广播播控平台。

“扶贫广播大喇叭”唱响脱贫歌

郏县在364个村建起扶贫播控平台

本报讯 （记者张鸿雨）
“料仓四面透风，料棚密闭不
彻底，限期完成提标改造，但
没有做到，今天全部断电，私
自接电将重罚。”5月28日上
午，石龙区环保局环境监察
大队大队长党炜对记者说，
该区对目前正在生产的7家
石子加工厂全部采取了断电
措施。

这 7家石子加工厂分别
位于龙兴街道赵岭社区（1
家），高庄街道山高社区（3
家）、高庄社区（1家）和张庄
社区（1家）及产业集聚区（1
家）。上述石子加工厂的硬

件设施及厂区的绿化、美化、硬
化均不达标，生产原材料储存的
料棚和料仓存在密闭不严、防扬
尘技术不合格、围挡过低等问
题。根据省、市 2018 年大气污
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要求，石
子加工厂必须完善周边围挡、物
料堆放全部密闭覆盖、路面必须
硬化、出入车辆务必清洗、厂区
必须绿化美化等，该区环保部门
多次对上述企业进行督促督导，
要求尽快按照要求整改，但企业
方均草草应付了事。鉴于此，该
大队于当天联合区发改委、供电
公司对上述工厂进行了断电处
理。

硬化绿化美化不达标

石龙区7家石子加工厂被断电

本报讯（记者毛玺玺）“夏季
是食品特别是肉类食品监管的重
要时期，为确保广大人民群众吃
上‘放心肉’，我们在全区范围内
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夏季牛羊肉市
场销售专项整治行动。”5月28日，
新华区食药监局局长刘军伟说。

此次检查将全面排查摸清牛
羊肉的主要进货渠道和供货范
围，深入查找各类风险隐患，规范

牛羊肉市场销售行为，严禁销售病
死、未经检疫、来源不明、掺假掺杂、
注水、感官性状异常、兽药残留、含瘦
肉精成分等不符合食品安全的牛羊
肉及其制品，严厉打击肉品市场各类
违法行为，对检查和抽检中发现的违
法线索，坚决一查到底。

截至目前，该局共出动执法人员
210 人次，检查牛羊肉销售者 78 户
次，责令整改15户。

新华区专项整治牛羊肉市场

本报讯 （记者邱爽）5 月 26
日、27日上午，利用周末时间，市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妇联组织工作
人员来到辖区 19 名留守儿童的
家中，开展“关爱留守儿童强化防
溺水工作”。

每到一个家庭，示范区妇联
工作人员都详细询问留守儿童的
学习、生活情况，并鼓励他们好好
学习，叮嘱他们炎热夏季不能到
沟河等水域玩耍、游泳等；同时，
给留守儿童家庭发放预防未成年
人溺水宣传单，反复叮嘱留守儿
童的监护人密切关注孩子的动
向，杜绝溺水事件的发生。

自示范区未成年人溺亡专项
治理工作会议召开以来，区妇联

多举措开展预防未成人溺水工作，及
时传达预防未成年人溺亡专项治理
工作会议精神，要求基层妇联充分发
挥乡镇（街道）、村（社区）妇联的作用，
利用妇女之家和儿童之家等阵地，针
对未成年人开展防溺水专题教育，确
保暑期儿童“身有人护，心有人爱”。

同时，示范区妇联还制作《预防
未成年人溺水安全海报》《预防未成
年人溺水安全宣传单》，在辖区村（社
区）、学校广泛的张贴发放，同时发放
预防溺水专题教育片《孩子，我不是
一条鱼》光盘，并将《孩子，我不是一
条鱼》微信版宣传短片在教育、妇联
系统微信群中进行转发。全方位宣
传，传播预防溺水知识，让孩子们安
全度夏。

示范区妇联强化
预防未成年人溺水工作

今日天气 白天到夜里多云，偏北风3级左右，最

高温度26℃，最低温度18℃

强化督促落实 重返第一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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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日16时至2018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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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0.54

379.09

51.40

33.40

43.58

62.15

15.50

69.91

67.15

873.74

23.12

414.69

1026.15

1414.90

24.99

22.99

450.63

5893.93

氮氧
化物

1015.18

510.96

324.44

113.26

87.53

34.19

32.38

1869.24

3816.22

1250.60

35.70

2406.14

1994.36

1268.89

1225.65

197.53

6365.71

22547.98

烟尘

124.51

26.06

58.05

21.87

30.46

25.23

22.09

80.84

235.86

89.19

14.07

232.23

1036.92

572.81

58.49

16.75

386.86

3032.29

企业日排
放总量

（千克）

2060.23

916.11

433.89

168.53

161.57

121.57

69.97

2019.99

4119.23

2213.53

72.89

3053.06

4057.43

3256.60

1309.13

237.27

7203.20

31474.20

较2017年
11月14日
增减±（%）

10

41

-8

7

-61

5

-65

62
-26

-53

-52

-15
-11

200

25

-12

21

备注

停产

停产

“奶奶，你要照顾好身体，我和妹
妹在学校都很好，我们一定会好好学
习……”5 月 25 日下午，在鲁山县鲁阳
小学，三（2）班张奕涵与妹妹张琳涵一
起正在通过学校的“掌上红鹰”APP 信
息化系统，同在湖北做生意的父亲、奶
奶进行“面对面”交流。

鲁阳小学现有留守儿童 154 人，为
加强留守儿童与父母的沟通联系，该
校定于每周五下午通过“掌上红鹰”
APP 信息化系统让孩子们实现亲情面
对面。

“在市委组织部和市教育局的要求
和指导下，我们学校安装了党员服务信
息化系统，通过‘掌上红鹰’APP 信息化
系统提升党建规范化水平，主要能够实
现服务面对面功能，在外务工的家长可
以通过手机 APP 与孩子进行面对面交
流；在线召开家长视频会，家长不用到
学校，只用通过手机 APP就可以远程参

会，不受地域限制；观看党课直播，通过信
息化系统将党课直播到各个视频电话和手
机终端。”鲁阳小学党委书记说，可以说党
建工作该校在已遍地“开花”。

同样的，当天下午，在张官营二小党
建活动室，该校学生张丽静和在外乡打工
的父亲也是通过可视电话聊天的。今年
以来，鲁山县教体局党委依托“掌上红鹰”
APP 信息化系统，全面提升党建工作水
平。

这是5月25日记者在我市学校党建工
作观摩活动中了解到的“一瞥”。当天，市
委组织部和市教育局联合组织我市组织、
教育系统共 70 余人组成观摩团前往市教
育局机关、鲁山县张官营二小、鲁阳小学、
第十三初级中学及鲁山县教体局等处，现
场观摩我市学校党建工作。观摩中，观摩
团成员边看、边议、边思考，在相互学习、交
流对比中找到了差距、开阔了视野、学到了
经验。

记者随同观摩团进行观摩发现，所到
之处，都有党建活动阵地，学校门口有党组
织标牌，校园内有相关标语、国旗和立地铁
艺党旗及党务公开栏，活动室内有“三会一
课”、入党誓词等制度展板，有规范整齐的
党建资料。市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在观摩
中给予认可：“可谓‘党徽熠熠耀鹰城，教坛
处处党旗红’，通过实地观摩感受到了我市
党建工作在学校等教育系统已初步形成了
氛围。”

抓党建促教育。作为试点，鲁山县在
全市率先把中小学校、民办学校党组织关
系由属地管理划转为由业务主管部门县教
体局党委管理，理顺了组织关系。按照“七
个有”标准规范阵地建设，形成了“一校一
主题、一校一特色、一校一品牌”的党建工
作格局，打造出“红色文化主题园”“党建文
化长廊”“党建楼”“党建馆”等红色场所，实
现了中小学校、民办学校党的组织和党的
工作全覆盖。

目前，全市公办学校基本建立了党组
织，但少数农村偏远学校由于条件限制还
未建立党组织。在观摩后的推进会上，市
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指出，对这些学校，不
仅仅要在教育扶贫方面加大投入，还要在
教育党建指导上加大投入，尽快实现教育
系统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各级教育部
门和学校党组织以推进“阵地建设标准化、
运转机制规范化、管理手段信息化”为重
点，积极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责任体
系，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全面落实“三定四
抓”工作法，即抓素能提升，对学校党务工
作者培训全覆盖；抓对标创建，全面提升学
校党组织的规范化水平；抓典型引领，持续
开展学校党建工作示范校创建活动，努力
争创“红旗”党组织；抓考评问效，落实好

“月督导、季展评、半年观摩、年底考评”制
度，推动全市学校党建工作水平整体提升，
推动学校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毛玺玺）

——我市学校党建工作观摩活动侧记

党徽熠熠耀鹰城 教坛处处党旗红

5月28日，蔚蓝的天空下，
清澈的湛河水缓缓流淌。自我

市开展环境污染防治工作以来，
空气质量显著改善，“鹰城蓝”已

成一种新常态。
本报记者 姜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