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性别 年龄 父母姓名 微心愿 家庭基本情况
刘俞慧 女 7岁 刘伟 书包、衣服和文具 贫困户，母亲外出务工，和父亲在家
刘梓晨 男 6岁 刘伟 书包、衣服和文具 贫困户，母亲外出务工，和父亲在家
徐凤燕 女 6岁 徐小亮 一套美丽的衣服 贫困户，父亲是残疾人
张雨来 男 13岁 张三民 健身的体育用品 贫困户，父亲在外打零工，和母亲在家
张琪萌 男 6岁 张三民 书包、图书和文具 贫困户，父亲在外打零工，和母亲在家
张珊珊 女 7岁 张军辉 书包、图书和文具 贫困户，父母均外出务工，和爷奶生活
刘禹洹 男 11岁 刘新坡 书包、文具和体育器材 母亲外出务工，和父亲一起在家
刘俞辛 男 6岁 刘新坡 书包、图书和文具 母亲外出务工，和父亲一起在家
赵胜杰 男 10岁 赵随义 书包、图书和文具 贫困户，父亲死亡，母亲改嫁
赵涌强 男 12岁 赵清魁 书包、图书和文具 贫困户，和年近八旬的父母相依为命
刘云通 男 12岁 刘永奇 书包、图书和体育器材 贫困户，家庭无务工收入
刘芮伶 女 6岁 刘永奇 书包、衣服和玩具 贫困户，家庭无务工收入
刘承举 男 6岁 刘高扔 书包、衣服和玩具 贫困户，兄弟姐妹多，家庭负担重
赵鹭晴 女 6岁 赵彦超 书包、衣服和玩具 贫困户，母亲精神病，父亲无务工
刘森宇 男 6岁 刘要学 书包、衣服和文具 贫困户，留守儿童
王朝贺 男 13岁 王书彬 书包、衣服和文具 贫困户，父亲外出务工，和母亲在家
赵浩轩 男 5岁 赵坤 书包、衣服和玩具 贫困户，留守儿童
王洋洋 女 9岁 王书军 书包、衣服和文具 贫困户，父母均无稳定收入
刘宇浩 男 6岁 刘要 书包、衣服和玩具 贫困户，和父亲、奶奶一起生活
陈枷辛 女 7岁 陈喜乐 书包、衣服和文具 贫困户，留守儿童
陈相旭 男 12岁 陈朝阳 书包、衣服和文具 贫困户，父亲外出务工，和母亲在家
郭梦楠 女 6岁 郭建军 书包、衣服和文具 留守儿童
田子涵 男 6岁 田红信 书包、衣服和文具 留守儿童
王子辰 女 6岁 王坤阳 书包、衣服和文具 贫困户，父亲在外打零工，和母亲在家
苗雯姣 女 6岁 苗营 书包、衣服和文具 留守儿童
何婧涵 女 6岁 何少飞 书包、衣服和文具 留守儿童
肖昊轩 男 6岁 肖喜元 书包、衣服和文具 留守儿童
郭紫尭 女 6岁 郭松海 书包、衣服和文具 留守儿童

彦岭村孩子的微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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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桂星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市交
通运输局获悉，根据省环境污
染防治攻坚办、省交通运输厅
等有关部门的统一部署，我市
将通过强化公路水运施工工
地监管和路面清扫保洁等措
施，加强交通领域的扬尘污染
防治。

据介绍，按照省环境污染
防治攻坚办、省交通运输厅等
有关部门的要求，全市所有在
建公路水运施工工地必须严格
达到扬尘污染防治标准，由施
工工地现场“三员”（扬尘污染
防治监督员、扬尘污染防治管
理员、网购化管理员）共同核查
并出具书面意见、经主管部门
同意后方可继续施工。达不到
扬尘污染防治标准要求的施工
工地一律停工，由当地主管部
门责令限期整改，并依法进行
处罚问责。

长距离公路水运线性工程
实行分段施工，实施扬尘防治
全过程管理，达到周边硬质密
闭围挡、物料堆放覆盖或密闭
储存、出入车辆冲洗、施工现场
地面硬化保洁、施工现场湿法
作业等要求后方可动工。暂时
不能开工的建设用地裸露地面
必须覆盖，应采取绿化、铺装或
者覆盖防尘布（网）、不间断洒
水抑尘等措施。强化渣土车辆
监督管理，严禁使用黑渣土车、
不符合要求的车辆进行土方和
建筑垃圾清运。

高速公路建设项目、水运
重点建设项目以及长度 200
米以上的国省干线公路在建
工地要安装扬尘监测监控设
备，并与当地行业主管部门
联网。

硬化与干线公路交叉的土
路口，开展路肩、边坡、边沟的
整治，清理公路两侧垃圾杂物，
应做到路肩平整，边坡顺直，边
沟顺畅，面平线顺。开展超限
超载和车辆遗撒治理，严厉查
处超限超载车辆，对超载遗撒
车辆严管重罚。

做好高速公路和普通公路
的清扫保洁，重点加强对绕城
区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公路的
扬尘清扫清洗力度，绕城区国
省高速公路每两日至少清扫1
次，绕城区国省干线公路每日
至少清扫1至2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项
目主管单位将采取现场督导、
明察暗访等方式，对高速公
路、普通干线公路、水运工程
和农村公路施工工地逐一进
行排查，重点检查工地落实扬
尘防治规定情况、渣土车违法
运输情况等，对违规施工、渣
土车违规运输以及不严格落
实扬尘防治规定的企业和责
任人，依法予以处罚；对施工
工地和渣土车扬尘污染监管
不力的监管责任人依法依规
严肃查处。

强化公路水运工地监管
加强路面清扫保洁

我市强化交通领域
扬尘污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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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上午，中原银
行平顶山分行为“圆梦六一儿童
节 微能量点亮微心愿”公益活
动进行爱心捐款，职工积极响
应，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帮助贫
困儿童实现愿望。

昨天上午 9 点，捐款活动
在该行8楼会议室开始。该行
党委成员带头捐款，现场员工
也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向贫困学

生奉献爱心。与此同时，活动
现场开通了线上捐款。“我们分
行有 280 名员工，大家不能同
时到活动现场，于是，我们开通
了网上捐款。”该行办公室主任
程广信边说边拿出了手机，记
者在他的手机微信群里看到，
大家你 50、她 100、他 500……
捐出的不只是数字，更是一颗
颗与留守儿童、贫困儿童紧密
相依的滚烫爱心。

据了解，本次所筹款项将作

为“微能量点亮微心愿”公益活
动的爱心款，全部用于留守儿童
和贫困儿童的圆梦资金。

该行党委书记朱建伟介绍
说，中原银行平顶山分行自成立
以来，先后获得“鹰城市民信赖
的银行理财品牌”“鹰城市民信
赖的固定收益类银行理财产
品”“鹰城消费者信赖品牌”等荣
誉称号。我们愿用真心和热情
将爱心公益事业进行到底。

如果你是一名贫困儿童或

者留守儿童，由于家中生活贫
困无法满足你的微心愿，即日
起，可以直接或通过家人向晚
报诉说心中的愿望，我们将安
排记者进行核实报道，中原银
行平顶山分行将伸出爱的双
手，助你圆梦，传递社会正能
量。“微心愿”征集或报名方式：
拨打晚报热线电话4940000；发
微信至平顶山晚报官方微信
（pdswbgw）。请注意留下联系
方式。

中原银行平顶山分行举办爱心捐款活动

爱心捐款 点亮“微心愿”

□记者 王春霞

本报讯 昨天，叶县夏李乡
彦岭村驻村第一书记吴学清与
晚报联系，替村里 28名贫困儿
童、留守儿童报名参与活动，希
望爱心人士帮助他们实现六一
儿童节的心愿。

吴学清告诉记者，彦岭村是
一个贫困村，村里有不少贫困
户。他在扶贫走访的过程中，了
解到这些孩子家中生活比较困
难，家人几乎没有给他们买过六
一儿童节礼物。10岁的赵涌强，
父母均已年近八旬，而且体弱多
病，由于膝下无子，前些年收养
了这个男孩，日子过得很艰难。
在夏李乡实验小学上四年级的
赵胜杰，不到一岁时父亲患尿毒
症去世了，母亲改嫁，如今跟随
年迈多病的爷爷奶奶生活。赵
涌强家和赵胜杰家都是建档立
卡的贫困户。“这些孩子很可怜，
希望他们的心愿能实现。”吴学
清说。

昨天上午，记者向中原银
行平顶山分行有关人士转述这
些孩子的家庭情况及微心愿之
后，该行已答应帮助孩子们实
现心愿。

驻村书记替28个孩子说出微心愿

昨天，中原银行平顶山分行的员工排着长队，为点亮孩子们的“微心愿”捐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