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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田秀忠）3月 14日，

市人居环境整治专班暗访组开展了

第三轮第五期暗访，暗访了汝州市的

部分村庄。

14日上午，暗访组首先来到汝州

市临汝镇，从 238省道进入临汝镇时，

暗访人员看到道路旁一垃圾桶爆桶，

公共卫生间大门紧锁，花坛内有散落

的生活垃圾。继续向东，同力水泥直

销店对面的沟内散落有大量生活垃

圾。在镇区转盘处，车辆乱停乱放、

商户占道经营情况较为普遍。临南

村的村党群综合服务站门口也有爆

桶的垃圾桶。临西村 9组的沟边上有

大量建筑垃圾，向北，一处空地上堆

满了生活垃圾、建筑垃圾，旁边的残

垣断壁也未整治。

上午 11 时许，暗访组来到彦张

村，从西侧道路入村时，发现道路北

侧堆积有多处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

南边的花坛内有大量散落的生活垃

圾。暗访组发现，村内排间道未有整

治痕迹，杂物乱堆乱放，生活垃圾随

处可见，部分垃圾桶已经破裂，多处

空地有建筑垃圾堆放，村东头沟内有

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和农作物秸秆燃

烧余烬。

随后，暗访组又来到庙下镇大程

庄村，发现村北侧沟渠内沿渠散落着

生活垃圾，水体污浊，村北侧和西侧

的桥边有大量农作物秸秆，枯枝败叶

和生活垃圾几乎占满整条沟渠，村中

排间道多有杂物堆积，村子西头一处

空地上堆积有建筑垃圾和杂物。

中午 12时，暗访组来到庙下镇镇

区，发现龙兴石化加油站对面的小路

上，一家收购站的杂物沿道路两侧堆

放。沿小路向南，汝州四高南墙外的

空地上有大量生活垃圾堆积，其中还

有动物尸体。再往南，一个垃圾桶旁

有被点燃的生活垃圾，而且沿路数十

米均散落有生活垃圾。前荒村南侧

的空地上有生活垃圾堆积，一家废品

收购站的杂物也是沿路堆放，村中道

路旁有杂物堆积，街道边的排污沟内

有大量生活垃圾。

综合本次对汝州市的暗访，暗访

组发现垃圾桶爆桶现象比较普遍。

市委农办公布我市农村人居环

境 整 治 问 题 举 报 电 话 ：0375-

2692177，邮箱：nb2692177@163.com，

接受群众举报。

我市通报第三轮第五期人居环境整治暗访情况

在 我 市 ，有 一 支 来 自 基 层 的

“鹰城大妈”志愿者队伍。“大妈们”

闲不住，走街串巷“管闲事儿”。别

说，“大妈们”还真行，不仅把“闲事

儿”管成了正事、好事，还把社区、

村庄管得越来越“齐整”。

在“大妈们”忙着“管闲事儿”

的同时，大学生志愿者这些“后浪

们”也没闲着，在有关部门的组织

下，他们成立了大学生联盟，开始

“操心”社区、村庄事务；其他志愿

者也行动起来，力求锦上添花。

透过各类群体的志愿者活动，

我们发现，“社区是我家、文明靠大

家”不再停留在口号阶段，居民迫

切希望“大家庭”整洁有序、文明有

爱并付诸行动。志愿者走出“小

家”、共建“大家”的转变，也让我们

欣喜地认识到：“自家院子自家打

理”已成为一种文明新风尚。

让“自家院子自家打理”成为

常态，需要大家伙儿齐参与，需要

创新路径。

以“志愿者的带头”催开文明

花朵。一个个志愿服务行动，把文

明的触角延伸到“居室内”“家门

口”“社区里”“村庄中”，像一个个

小火把点亮居民内心的文明之光；

一名名志愿者，以实际行动引导居

民不仅要“只扫自家门前雪”，还要

“管他人瓦上霜”。文明的花朵在

志愿者的浇灌下，开始含苞待放。

以“居民的名义”共建文明家

园。新华区红旗街社区“居民自治”

让小区靓起来，舞钢市彦张村“积分

制”调动居民参与环境整治积极性，

汝州市闫口村“道德评议会”评出文

明乡风……在文明社区、村庄建设

中，单凭社区、村“两委”干部以及志

愿者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是让

居民自己“唱主角”。文明习惯是培

养出来的，不是天生的。只有想方

设法动员居民参与家园管理，才能

让居民习惯打理家园、共建家园。

以“规矩的确立”涵养文明土

壤。当前，《平顶山市文明行为促

进条例》已经施行，各县（市、区）也

都明确了相关制度。这些“规矩”

于细微处规范居民的言行，于日常

中带动居民改变不良习惯，“硬制

度 ”让“ 随 心 所 欲 ”变 成“ 有 规 有

矩”。无规矩不成方圆，有敬畏才

知行止。文明的花朵在“规矩”厚

土的不断涵养下，才能长盛不衰。

当文明行为蔚然成风，居民素

质不断提高，最终每个人都将是文

明社会的受益者，这不就是“赠人

玫瑰”之后“手有余香”吗？

——《平顶山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系列谈④

彭雪姣

“小家”“大家”都要建好

本报讯 （记者王桂星）3 月 15

日，平顶山热力集团有限公司传来

消息，根据《河南省集中供热管理

试行办法》规定，该公司已于 3 月

15日 0时结束 2021-2022年度采暖

季集中供热。该公司提醒广大热

力用户，为了确保来年室内采暖设

施安全运行，供热停止后最好采取

措施对其进行维护保养。

据平顶山热力集团有限公司

有关负责人介绍，集中供热停止

后，用户室内采暖设施保持原有状

态即可，不用将散热器和管道中的

水放掉，这些水是经过防腐处理的

软化水，可有效隔绝空气对散热器

和管道的腐蚀，延长其使用寿命。

由于热胀冷缩，室内采暖设施

各接口、阀门处可能会出现漏水现

象。停暖后，用户要仔细检查接口

处是否有漏水现象，如果有轻微漏

水，可以系上一条毛巾，毛巾会把

水吸走，短期内不会危害地板、墙

壁；如果漏水严重，应尽快联系专

业人员维修。

用户应全面检查自家的采暖

设施，尤其是卫生间、厨房的散热

器，因长期处于潮湿环境，容易锈

蚀老化导致漏水，出现泄漏现象

的，请及时更换。更换时可联系该

公司并在专业人员指导下维修或

更换，以免因操作不当引起漏水，

造成财产受损。

从即日起，平顶山热力集团有

限 公 司 供 热 客 服 热 线（96966、

2110000、3110000）运 行 时 间 从 24

小时调整为上午 8：30—12：00、下

午 2：00—5：30。10月 15日起恢复

24小时值班。

我市2021-2022年度集中供热结束
平顶山热力集团提醒用户检查维护采暖设施

本报讯 （记者巫鹏）3 月 14 日记者从

宝丰县检察院获悉，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

通报了第十届全国检察机关“文明接待室”

评选结果，宝丰县检察院被授予全国检察

机关“文明接待室”称号。

据宝丰县检察院检察长吴京伟介绍，

全国检察机关“文明接待室”称号是 12309

检察服务中心的最高荣誉，是衡量检察机

关开展群众工作的重要指标。近年来，宝

丰县检察院持续开展“争、比、树”，深入推

进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通过提升办案质量、

规范执法行为、加强源头治理，有力维护了

群众利益、保障了社会稳定，连续 3年获评

“全省先进基层检察院”，连续 10 年获评

“全市先进基层检察院”。

经严格推荐评选和检查验收，此次全

国共有 350个检察院被授予全国检察机关

“文明接待室”称号。

宝丰县检察院获全国检察
机关“文明接待室”称号

本报讯 （记者张鸿雨）“你这

麦苗出芽时间不一，建议尽快喷施

一遍叶面肥，磷酸二氢钾就行，效

果好成本低。”3月 15日上午，在郏

县龙山街道南街社区五组王国钦

家的麦田内，县农业农村局农技人

员黄俊伟为王国钦提出管理意见。

王国钦是种地大户，现种小麦

150 亩。去年秋季降水多，土壤湿

度大，麦播晚。当天上午，黄俊伟

一行 5 人一下车，就分组走进田

间，现场观察墒情、苗情，拔出来几

棵麦苗，查看分蘖和根部是否有病

虫害等情况。

“谢谢你们来指导，我一会儿就

让卖药的送货，下午就喷。”王国钦

说，现在购买农资很方便，打个电

话，农资供应网点就给送到地头。

随后，农技人员又到王集乡雨

霖头村和广阔天地乡板场村、寇庄

村查看，在雨霖头村未发现明显问

题，在寇庄村发现寇连家的麦苗有

明显的茎基腐病。

“大姐，赶快喷洒杀菌药，茎基

腐病治不好很快会发生纹枯病，到

时候麦穗发白，减产至少 30%。”

“去年俺的小麦就有很多白穗，要

不是你们说，我还不知道咋回事儿

呢。中，明天就买，你们把药名字

给写写吧。”应寇连要求，黄俊伟给

她写下字条：噻呋酰胺、井冈霉素，

只对茎基部进行喷施。

自 2月下旬以来，郏县农业农

村局、县农广校积极组织被农民亲

切称为“田大夫”的农技人员深入

田间地头“把脉问诊”，现场指导小

麦、蔬菜等田间作物的管理，查看

苗情、墒情和病虫害情况，提高农

民的春耕生产技能。

“我们将组织相关部门继续开

展农资市场检查工作，加大对农资

产品监管、涉假农资产品行为的打

击和处罚力度，确保农民用上放心

农资，为做好春耕生产打下良好物

质基础。”郏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王

铁军说。

农技送下乡 田间开课堂

郏县“田大夫”送良方到麦田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3 月 15 日，

位于叶县马庄回族乡大陈庄村的叶县

荣达养殖合作社，羊正在圈舍内或悠闲

地吃草或懒洋洋地晒太阳。

合作社由该村 4 户村民组建，其

中两户为汉族群众，目前有 1.5 万余只

羊。合作社主要养羊、育肥、屠宰，产

品卖到周围多个省（市），还带动了周

边的秸秆加工。

产业共谋、项目共建、抱团发展，在

乡村振兴的道路上，马庄回族乡广大群

众齐画产业兴旺同心圆。该乡有 8 个

村庄，其中 3 个为回族群众聚居村，两

个为汉族、回族群众混居村，是全市最

大的回族乡（镇）。依托回族群众聚居

村有养殖技术、市场信息等优势，汉族

村有土地区位优势的特点，该乡抓住畜

牧养殖业纳入全县产业规划的契机，成

立联合党总支+区域经济联合体，指导

村庄结对，实现优势互补、取长补短，谋

划形成畜牧养殖、牛羊交易、冷链仓储

物流、畜产品深加工、特色餐食、休闲旅

游等一、二、三产业项目协调发展的完

整产业链。

荣达养殖合作社吸纳汉族群众入

股后，养殖规模很快扩大，带动 10 余户

村民就业。从郑州牧专毕业的汉族群

众陈山奎回村养鸡，无偿为该合作社提

供防疫指导。

张庄村党支部书记赵章正在加紧

筹划香菇大棚事宜。该村是有着 1700

多口人的汉族村，附近的李庄村（回族群

众聚居村）为该村无偿提供香菇种植技

术，支持该村村集体发展香菇产业，两个

村还组成了联合党支部，共同谋划产业

蓝图。张庄村还腾出5亩土地为近期动

工建设冷库做准备，这是马庄回族乡为

牛羊产业发展而投建的项目。

如今，回族群众聚居村马庄村与相

邻的习楼村也结了对子，规划建设牛羊

养殖场；马庄村与小河赵村的共建肉羊

养殖园区项目已建成。

回汉群众在共同发展产业的过程

中结下了深厚友谊，出现了许多互帮互

助的感人事：回族企业家马天成获悉张

庄村一户家庭困难时，拿出 2000 元资

助这家两名大学生，同时拿出 1000元支

持该村人居环境整治；企业家卢锋拿出

5万元资助该乡学校；马庄回族乡境内

回汉群众结对认亲 10余家。

产业共谋 项目共建 抱团发展

马庄回族乡齐画产业兴旺同心圆

3 月 15 日上午，汝州市市场监管

局质量科执法人员在纸坊镇一家燃

气灶具经销店进行执法检查，并全程

直播。

当日是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汝州

市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联合媒体对

农村灶具市场进行直播检查。

执法人员采取不打招呼、现场突

击检查的方式，对纸坊镇镇区多家燃

气灶具专营店在售的家用燃气灶具、

家用燃气热水器、瓶装液化石油气调

压器、燃气连接软管等产品进行执法

检查，重点检查是否存在销售无熄火

保护装置的燃气具、带有可调整出口

压力的调压阀，未经 CCC 认证擅自

出厂销售或伪造冒用 CCC 标志、证

书以及假冒伪劣或“三无”产品等违

法行为。

据汝州市市场监管局质量科科

长朱璐玫介绍，现场执法检查发现，

销售者存在进货查验义务落实不到

位、在售燃气具现场无法提供生产许

可证或 CCC 认证证书的情况。

本报记者 魏森元 摄

直播检查农村燃气灶具市场

注销公告
平顶山市佳杰科技有限责

任 公 司 （ 注 册 号 ：

41040020018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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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到公司申请

登记。特此公告。

平顶山市佳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 3月 16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本报讯 （记者田秀忠）3月 15日上午，

市烟草专卖局在叶县垃圾处理场举行集中

销毁假冒伪劣烟草专卖品活动，对近年来

查获的 1306 万支假冒卷烟、67.2 吨烟叶烟

丝及大量原辅材料进行现场销毁。

上午 9 时许，一辆辆大卡车满载着一

箱箱假冒卷烟和一袋袋烟丝等假冒伪劣烟

草专卖品来到叶县垃圾处理场，在公证人

员的见证下进行现场销毁。

据市烟草专卖局副局长武延华介绍，

去年以来，市烟草专卖局协同市公安局、市

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定期开展烟草市场治

理活动，对制售假烟活动进行高压严打，

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为保护广大消费者合

法权益、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促进

全市经济健康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今

年是烟草专卖法颁布实施 30 周年，在国

际消费者权益日举行集中销毁活动，既

彰显了我市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卷烟的立

场和决心，也是对违法经营犯罪分子的一

次警示和震慑。

“随着卷烟打假工作的不断深入，制

售假烟违法犯罪活动更加隐蔽，打击制假

难度将不断增大。下一步，市烟草专卖局

将和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管局等部门联

合，紧紧围绕‘端窝点、断源头、破网络、抓

主犯’的工作目标，开展卷烟打假专项行

动，进一步推进卷烟制假根治的目标实

现。”市烟草专卖局稽查支队副支队长王

海民说。

我市集中销毁
假冒伪劣烟草专卖品

白天到夜里，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偏北风 5-6级，阵

风8级左右，最高气温22℃，最低气温4℃

本报讯 （记者王民峰）为进一步优

化新冠病毒检测策略，服务疫情防控需

要，3 月 11 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研究

决定，在核酸检测基础上增加抗原自

我检测作为补充。抗原检测是什么，

哪些人群可以检测，如果抗原检测阳

性怎么办……3月 15日，记者针对市民

关心的问题采访了市疾控中心专家。

专家介绍说，抗原检测是快速检测

样本中新冠病毒抗原的一种方法。与

核酸检测相比，抗原检测的优势有两

点。第一是方便，快速抗原检测试剂盒

有点类似测孕棒，在家里就可以做，不

需要像核酸检测那样依赖复杂的仪器

设备。第二是快捷，核酸检测最快也需

要 4-6 个小时，而抗原检测只需要 10-

20分钟就可以出结果，立等可取。一直

以来，抗原检测在很多国家，包括我国

香港都在使用。抗原检测操作比较简

单，如果出现多点散发、聚集性疫情，通

过抗原检测能够更快地发现感染者，更

早地采取隔离措施。

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新冠病毒

抗原检测应用方案（试行）》，抗原检测适

用三类人群：一是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就诊，伴有呼吸道、发热等症状且出现症

状5天以内的人员；二是隔离观察人员，

包括居家隔离观察、密接和次密接、入境

隔离观察、封控区和管控区内的人员；三

是有抗原自我检测需求的社区居民。

专家指出，社区居民检测阳性，要

立即向社区报告，戴好口罩在家等候社

区安排，不要自行去医疗机构进行核酸

检测。基层医疗机构和隔离点的人员

检测阳性的，应立即向辖区疾控部门报

告，按要求将抗原阳性人员转运至设置

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进行核酸检测。

需要提醒的是，核酸检测是新冠病

毒感染的确诊依据。在进行核酸检测

确认的过程中，如核酸检测阳性，不论

抗原检测结果是阳性还是阴性，均按照

新冠病毒感染者或新冠肺炎确诊患者

采取相应措施；如核酸检测阴性但抗原

检测阳性，则视同新冠病毒感染者采取

集中隔离等措施，密切观察，连续进行

核酸检测。

目前，国内已有 10家企业的新冠抗

原自测产品获批。记者登录网络平台

查询，部分公司生产的新冠抗原自测产

品已开始预售，购买 48小时后发货，热

景生物新冠抗原自测试剂 24.8 元/1 人

份、73.5 元/3 人份、120 元/5 人份，万孚

生物新冠抗原自测试剂 480元/一盒（20

人份）。不久的将来，市民也可以在零

售药店购买新冠抗原自测产品。

适用三类人群

新冠病毒抗原自我检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