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宛城区城管大队

整治油烟污染
本报讯（记者 吴玉影 通讯员 张珂）

日前，宛城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持续加力，强
化举措， 积极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回头
看”集中整治行动。

此次行动主要是加强对辖区露天烧烤、
油烟污染、施工运输车辆扬尘等的排查治理，
减少大气污染，改善我市大气环境质量。在进
社区、进饭店，广泛宣传餐饮油烟、烧烤食品
危害的同时，利用沿街电子显示屏、执法车辆
沿街宣传。 同时，抽调专人专车，成立专门的
整治小组，加大对辖区露天烧烤多发、易反复
区域采取错时执法、延时管理、流动巡查与定
点守控相结合等灵活多样的管理方式， 加强
各辖区的管理， 对炭火烧烤、 煤火炉灶实行

“零容忍”，发现一处，取缔一处。 通过近期的
巡查， 辖区内 7 家商户被列为油烟烧烤重点
监管对象，以后将集中整治管理。

推动十九大精神落地生根

本报讯（记者 金都）
11 月 9 日， 由市卫计委组
织开展的全市居民健康素
质调查启动会举行，安排部
署全市居民健康素养调查
工作。 调查将从 11月中旬
开始，12月底结束，2018年
上半年公布调查结果。

我市所有乡、镇、办事

处作为抽样对象由省级专
业机构抽取， 共抽取 12个
县区和官庄工区共 46个乡
（镇、办事处）92 个村（居委
会） 的 3680名符合条件的
居民参与调查。

本次健康素养调查反
映全市居民基本知识和理
念、 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基本技能 3 个方面健康素
质水平和科学健康观、传染
病防治、慢性病防治等 6类
问题健康素养水平。目的是
了解我市 2017年居民健康
素养变化趋势，分析我市居
民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为
党委、政府和卫生计生行政
部门制定健康促进政策措

施提供科学依据。
调查将采取入户、现场

问卷形式开展，由我市各级
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组织，各
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基层
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担任调查任务，希
望广大市民积极配合本次
健康素养调查。

我市启动居民健康素养调查

评价健康水平 提供决策依据

都市新闻

我市文艺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优秀文化要扎根于人民
本报讯（记者 杨东梅）

11 月 9 日， 南阳文艺界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座
谈会召开。我市各文艺协会
代表性艺术家及市文联干
部职工参加会议。 座谈会
上，廖华歌、周同宾、吴元全
等各艺术领域的艺术家代
表，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和不
同艺术门类的特点先后发
言，畅谈对党的十九大精神
的学习心得体会以及对今
后工作的规划。

“十九大报告不仅在思
想上高屋建瓴，而且在语言
上丰富多彩，接地气。”著名
作家周同宾对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讲话中的文艺范儿
十分推崇。 他说，在十九届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
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
记的致辞就是一篇美文，特
别是结尾部分“我们不需要
更多的溢美之词，我们一贯
欢迎客观的介绍和有益的
建议，正所谓‘不要人夸颜
色好， 只留清气满乾坤’”，
既精彩又大气。

关于文艺创作方向，周
同宾说，文艺家要用自己的
作品去反映这个日新月异、
突飞猛进、 伟大的时代，要
为时代讴歌， 为人民讴歌，
要为新时代所创造的一个
个伟大成绩讴歌。 为此，文
艺家必须深入生活，必须和
人民群众交融在一起，要真
正深入人民群众、了解人民

群众， 真正了解这个时代，
体验这个时代，要创作出无
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文学
艺术作品。

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
廖华歌表示，继南阳作家群
之后， 书法宛军异军突起，
这是南阳文化的又一闪亮
名片，也是我们坚定文化自
信的又一源泉和动力。据市
书协主席马绍堂介绍，近年
来，书法宛军在全国乃至国
际上都取得了广泛影响。目
前，我市拥有国家级书法家
近 70 人， 省级书法家 400
余人，市级
书 法 家
600 余人，
市书协会

员多次获得“兰亭奖”等国
家级奖项，“书法进万家”、
“书法家义写春联” 等活动
也得到了南阳市民的热烈
响应。

优秀的文化要扎根于
人民，服务于人民。 正如廖
华歌所说，社会主义文艺是
人民的文艺。要坚持思想精
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
统一，讲品味、讲格调、讲责
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做先进文化的积极
引领者和践行者。

枣林社区

提升宜居环境
本报讯（记者 王陈 通讯员 刘勇 杨曦）

近日， 枣林街道枣林社区牵头对南阳理工学
院对面小吃街的下水管道进行了全面疏通，
解决了下水道堵塞问题， 改善了周边居民的
生活环境和附近学生、 食客的消费环境及商
户的经营环境。

该小吃街由于整条街都是餐饮店， 且邻
近高校、周边居民众多，客流量极大，每天都
有餐饮店乱倒油污，食客随手丢弃塑料袋、食
物残渣等垃圾， 导致小吃街内下水管道经常
堵塞严重，臭气四溢，污水横流。 为了还小吃
街整洁环境， 枣林社区近日组织专业管道疏
通人员 20 余人、 出动专业疏通器械 5 台、油
污清运车 6 台进行彻底疏通，共清运 20 余车
次油污垃圾。 枣林街道呼吁附近小吃店和其
他商户在处理污水时不要把菜叶、 食物残渣
之类易堵塞的杂物倒进污水管道， 希望顾客
自觉将垃圾投放进垃圾桶， 让小吃街保持长
久干净整洁。

我市举办大学生签名活动

防范传销侵害
本报讯（记者 徐海龙 通讯员 段亚楠）

11 月 9 日，河南省高校“抵制传销、净化校
园、共创和谐”大学生万人签名活动在南阳理
工学院举行。副市长郑茂杰、南阳理工学院校
长刘荣英等出席活动。

郑茂杰在讲话中指出，加强防止传销进校
园工作，保护广大学生人身安全，维护高校和
社会稳定，需要工商、公安、教育、新闻宣传等
部门共同努力，齐抓共管，协同作战，合力攻
坚。 希望同学们积极参加宣传教育活动，充分
认识传销的表现和危害，切实掌握防范传销的
基本技巧，从自身做起，从校园做起，从现在做
起，自觉抵制传销，创造良好社会环境。

现场举行了抵制传销的庄严倡议、宣誓、
万人签名活动、抵制传销知识问答等活动。参
加本次活动的大学生纷纷表示， 此次活动使
他们对传销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提高了识
别、防范、抵制传销的意识，今后要筑牢思想
防线，避免陷入传销陷阱。

警营学习热
日前，我市各界掀起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热潮，各级各部门以不同
方式确保十九大精神深入
有效，落地生根。图为 11月
9 日，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干
警在学习十九大精神

本报记者 高嵩 通讯
员 袁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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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徐海龙
特约记者 孔峰 通讯员 刘
自幸）11月 9日， 记者从市
散烧办获悉，为稳步推进我
市燃煤散烧治理重点工作，
有效保障我市冬季空气环
境质量，市散烧办对今年全
市冬季燃煤散烧治理工作
作出安排部署。

市散烧办将全面落实

洁净型煤生产仓储配送供
应体系建设任务及验收工
作， 确保洁净型煤及时、全
面供应到位。 各级政府将采
取实物补贴、货币补贴等多
种形式，确保居民使用洁净
型煤后的新增成本维持在
可接受范围。

各级政府将明确县、
乡、村各级责任人，按日、按

户建立替代台账，确保替代
工作有据可查。 各级散烧办
根据洁净型煤替代散煤过
程中实施政府补贴的范围，
制定实施随机回访抽查制
度。 供暖期间，要实现回访
率 100%。 对回访抽查中发
现的散煤复烧、假替代等问
题， 将及时依法严肃处理，
确保替代工作落实到位。

发改部门将加强洁净
型煤价格监管，促进企业压
缩生产周期、合理储备原材
料，控制生产周期和流动资
金投入成本，最大限度降低
洁净型煤供应价格。 质监、
工商部门每月组织开展洁
净型煤煤质专项检查，依法
严厉打击销售不合格洁净
型煤行为。

我市部署冬季燃煤散烧治理工作

使用洁净型煤 政府给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