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为保障公共安
全、防治大气污染，我市
开展了一系列以安全讲
座和入户宣传为主的禁
止燃放烟花爆竹宣传教
育活动。图为 1 月 10 日，
汉冶街道宛城社区工作
人员正在进行禁燃宣传。

本报记者 吴秋水 通
讯员 刘嵩 摄

禁燃宣传
走进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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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 至 11 月，业务量累计 3512.19 万件

我市快递业揽金超3亿 我市举办媒体健康教育培训

提升健康传播力
本报讯（记者 金都）1 月 11 日上午，由市

委宣传部、 市卫计委联合举办的市新闻媒体
健康教育传播能力培训班在南阳宾馆举办，
来自全市的 130 余名从事卫生计生科普宣
传、 新闻报道及相关工作的媒体采编人员参
加了培训。

开班仪式上，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光玲
指出，宣传战线要进一步提高健康教育传播
能力， 把健康信息作为科学引导的基本内
容，充分运用传统媒体和微博、网站、微信等
新媒体，建立起群众信任和喜爱的健康信息
平台，发布健康信息、卫生资源资讯，保证将
科学的健康信息传播给广大群众； 同时，面
对紧急情况和突发事件， 要快速做出反应，
善用媒体正面引导，澄清不利言论，避免扩
散蔓延。

此次培训为广大媒体人员上了一堂生动
的健康养生教育课，使大家对健康科普、健康
教育传播工作有了更加全面、准确的认识。

我市下拨资金 1450 万元

为孤儿发放基本生活补助

本报讯（记者 王雪 通讯员 杨海金）随着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我市电子商务蓬勃发展。 近日，记者从市统计局
了解到，2016 年 1 至 11 月份，我市快递业务量累计 3512.19 万件，比上年同期增长 52.0%，快递业务收入累计达到
3.73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3.2%。 快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增长均居全省第四名。

本报讯（记者 王雪
通讯员 杨清波） 为保障
孤儿基本生活，近日，我市
财政下拨孤儿基本生活保
障资金 1450 万元。此次下
拨资金系 2017 年提前下
达的中央及省财政补助资
金，其中，中央财政补助资
金 1155 万元，省财政补助
资金 295 万元， 用于对我
市社会散居孤儿和社会福
利机构集中供养孤儿发放
基本生活补助。

我市孤儿基本生活保
障金补助标准有两种：社
会福利机构集中供养孤儿
每 人 每 月 不 低 于 1000
元，社会散居孤儿每人每
月不低于 600 元。 其中，
中央财政每人每月补助
300 元， 省财政每人每月
补助 50 元， 不足部分由
市县财政负担。 目前，孤
儿基本生活保障资金已
下拨到各县、区。

2009 年， 我市建立

社会散居孤儿最低生活
补贴制度。 2011 年，在全
市建立了孤儿最低生活
补贴制度，统一了社会散
居孤儿和社会福利机构
集中供养孤儿基本生活
最低养育标准。 社会散居
孤儿每人每月不低于 600
元；社会福利机构集中供
养孤儿每人每月不低于
1000 元。 该项资金主要用
于各地集中供养、社会散
居孤儿的基本生活补助，

按月足额社会化发放到
补助人手中。

社会散居孤儿，是指
持有当地常住户口 、年
龄未满 18 周岁 ，因父母
伤亡、病故，查不到生父
母 ， 由亲属或其他监护
人抚养的未成年人。 补
助资金将由财政部门直
接拨付到孤儿的个人账
户中 ， 以确保孤儿的基
本权益和基本生活得到
保障。

◆县级快递业发展迅猛，乡镇网点建设日益规范
在电商经济的推动

下， 我市快递业呈现出快
速发展态势。近两年，县级
快递公司发展迅猛，业务量
持续增长，快递服务网络不

断向乡镇农村地区延伸，
乡镇网点建设日益规范。

据不完全统计， 县级
快递公司年均业务增速在
30%至 60%之间。 2015 年

5 月， 我市邮政管理局公
布的数据显示， 乡镇快递
网点覆盖率为 91.84%，有
8 个县区已实现乡镇快递
网点全覆盖。同时，EMS 乡

镇网点基本实现了全覆
盖， 民营快递企业的乡镇
网点覆盖率也由早前的不
足 50%快速增长到 80%至
90%。

共青团南阳市委

培训春运志愿者
本报讯（记者 徐海龙 高超 通讯员 江

宛霞）1 月 11 日，共青团南阳市委、南阳车务
段团委举办南阳春运“暖冬行动”青年志愿者
培训班，来自团市委、车务段团委的工作人员
及 20 名青年志愿者共同参加会议。

培训中， 工作人员就春运志愿服务的时
间要求、服务规范、注意事项等内容进行了详
细讲解， 结合往年春运志愿服务中的部分突
发状况及处理案例进行了分析， 并介绍了手
机 APP 软件“志愿汇”的操作方法。 历年参加
“暖冬行动”的优秀青年志愿者代表与大家分
享了服务经验和体会。

随后，青年志愿者们前往火车站，熟悉了
服务岗位和工作环境， 为下一步的志愿服务
工作做好准备。

市食药监局宛城分局

监管春节年夜饭
本报讯（记者 闫辉）1 月 11 日，市食药监

局宛城分局多名执法人员到城区多家大型餐
饮单位，传达春节期间食品安全注意事项，排
查食品安全隐患。

该局执法人员在独山大道的里兹百饺
园、金水酒店等餐饮单位内，现场了解节前餐
饮单位进货来源，针对节日食品消费特点，着
重检查了食用油、肉类等消费量较大、易变质
的食品，对餐饮单位后厨内的生、熟食材存放
进行了指导， 详细查看了经营者食品进货台
账、食品操作是否规范等。

执法人员表示， 节前将对城区内安排年
夜饭的大型餐饮酒店进行全面排查， 让市民
吃得放心。

◆快递业发展水平失衡，不同县区之间差距较大
在快递业务“向下”拓

展的进程中， 部分乡镇结
合自身优势、 依托特色产
业（如镇平石佛寺的玉器、
内乡赤眉的水果），实现了
城乡商品的双向流通。 如
今， 不少农村居民开始尝
试在网上购物或开网店销

售农产品。 快递业的发展
带动了当地生产、 消费以
及流通模式的改变， 有力
推进了农村经济的持续健
康发展。

县、 乡快递业发展速
度较快， 但整体发展水平
并不均衡。 受人口数量与

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不
同县区之间差距较大。 如
镇平、唐河、新野等县，由
于人口数量多、 经济较为
发达， 近年来快递业发展
势头良好；而内乡、淅川、
西峡、桐柏等县，由于地理
位置相对偏远或经济欠发

达， 快递业发展水平相对
滞后。

镇平县一天的快件
量就能达到 6000 件，唐
河县一天的快件量约为
5000 件，而淅川县、西峡
县一个月的快件量不足
5000 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