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吴玉影
通讯员 张珂）12 月 6 日，
宛城区城管大队联合区
停管中心及派出所对辖
区内神龙花园、范蠡路万
正商务大厦及东华新村 3
处违规停车场进行取缔
拆除。

上午 8时，宛城区城市

管理监察大队、 辖区派出
所、街道办等职能部门联合
执法，首先对光武路神龙花
园门口的违规停车场进行
拆除。“我们曾多次对这个
停车场下达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通知书，但该停车场并
未有任何整改行动，所以今
天我们进行拆除。 ”行动负

责人告诉记者。
随后， 工作人员又对

范蠡路万正商务大厦及
东华新村两处违规停车
场进行了取缔，开出了新
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
知书， 并要求其尽快整
改，获得周边市民点赞。

此次整治活动， 共组

织执法人员 50 余人次、执
法车辆 7 台次、 施工人员
10 余人。 对于再次私自拆
除、 破坏隔离桩行为严管
重罚。下一步，城管部门将
积极协调公安、 物价等部
门参与整治， 强化执法打
击力度，进一步净化、优化
停车环境。

市师德报告团

弘扬优秀师德
本报讯（记者 王雪 通讯员 屈连文）感

悟身边榜样力量， 弘扬南阳教育正能量。 12
月 5 日， 南阳市师德报告团走进卧龙区专场
活动在市二十一学校举行。 当日，共有 600 余
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曾荣获省市“最美教师”和“中原名师”称
号的郭春鹏、姚青月、陈新伟、黄延华、李付晓
5 位老师，讲述了他们作为优秀教师的宝贵人
生经验。 他们的先进事迹是新时期人民教师
风采的集中体现，他们的报告感人至深，催人
泪下，激人奋进。 他们用先进的事迹诠释了新
时期高尚师德的深刻内涵，他们甘于清贫、爱
岗爱生的感人事迹和无怨无悔、 甘于奉献的
精神，深深感动着在场的每一个人，会场上不
时传出阵阵雷鸣般的掌声。

本报讯（记者 陈书洁）
12 月 6 日，市环境污染防
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
对在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工
作中认识不足、重视不够、
问题突出的市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管委会进行公开约
谈， 通报其存在的突出问
题，并提出整改要求。

日前，省、市环境督查
组在现场督查时发现，市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存在以下
突出问题：某页岩砖厂变压

器仍未拆除到位；嵩山南路
临街口仍未实施砌墙封堵；
城乡接合部、 背街小巷道
路清扫保洁不到位， 洒水
不及时； 城中村垃圾随意
倾倒，未及时清理覆盖；散
煤整治取缔不彻底， 部分
餐饮饭店油烟净化设施未
正常使用。 市环境污染防
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
要求其提高认识、 深刻反
省，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全
力保障工作推进，明确专人

专班负责推进，确保第一时
间整改到位。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
将按照《南阳市大气污染
防治攻坚冲刺 30 天工作
方案》要求，加强监管，组
建联合执法队伍，上街、上
路查处， 坚决遏制各类违
法违规生产经营行为。 对
未拆除到位的变压器和相
关生产设施， 立即断水断
电、切割管道、清理覆盖原

材料料堆； 积极开展城市
清洁行动， 加大洒水保洁
和垃圾清运力度， 建立完
善城中村保洁措施； 加大
理工学院空气监测站点周
边环境整治力度， 清理取
缔小“散乱污”企业和油烟
处理不达标的餐饮门店，
并加强日常巡查监管；对
顶风违法违规生产经营
的， 要顶格处罚， 连日计
罚；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
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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淅川县

情暖贫困群众
本报讯（记者 王宜迪 通讯员 李雪山）

为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凝聚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强大合力， 淅川县启动
2018“春联送下乡 情暖贫困户”活动，传达县
委、县政府对全县贫困群众的关心祝福。

对联内容以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为主题， 突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
传教育，紧密结合脱贫攻坚工作，反映扶贫政
策、扶贫措施、扶贫成效，贴近群众生活，积极
健康向上，营造喜庆节日气氛。在农历春节前
由各个帮扶责任人发放到全县建档立卡贫困
户家中。

推动十九大精神落地生根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工作推进不力

一单位被公开约谈

多次下达通知书不进行整改

3 家违规停车场 拆除！

本报讯 （记者 王雪
通讯员 方哲）“老师和孩
子们的爱心我们收下了，你
们让在寒冷的冬日里辛勤
工作的环卫工人们感受到
了无限的温暖。非常感谢学
校培养出有爱心的师生，感
谢班主任周励和高一（4）班
的全体同学。 ”12 月 5 日，
南阳市二中学校领导收到
了一封感谢信，这是怎么回
事呢？

张晓玉是我市信臣东
路一家爱心粥店的负责
人。 这家爱心粥店每天早
晨为周边的环卫工人、孤
寡老人、留守儿童、流浪
人员等提供免费早餐。 爱
心粥的资金来源靠爱心
人士的捐赠。 几天前，张
晓玉收到了南阳市二中
高一（4）班班主任周励和
全班同学送来的一笔现
金。 后经打听得知，这笔

钱是孩子们前段时间在
诗歌朗诵比赛中获得特
等奖的奖金。

在采访中，周励告诉记
者，当高一（4）班的同学在
诗歌朗诵比赛中获得特等
奖后， 她与全班 76名同学
一起，商量如何使用这笔奖
金。有位同学建议把钱全部
捐给爱心粥店，得到了全班
同学一致赞同。对此周励非
常感动，并表示全力支持同

学们这么做。“众人拾柴火
焰高，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感受到冬天的温暖。 ”周励
说，“我为我们高一（4）班的
全体同学感到骄傲和自
豪！ ”

“钱虽然不多， 但意义
重大。 ”张晓玉表示，“感谢
市二中高一（4）班的全体同
学和老师周励的爱心奉献，
感谢学校培养出这么富有
爱心的师生。 ”

捐出诗歌朗诵比赛特等奖奖金

市二中高一（4）班 点赞！

在家用煤炉取暖

母子煤气中毒
本报讯（记者 徐晴）12 月 3 日晚，白河南

常庄村一对母子在家中用煤炉取暖时， 不慎煤
气中毒，导致一死一伤。

据赵先生描述，死者王老太是他的邻居，
今年 70 多岁， 平时由 50 多岁的儿子张某照
顾。母子二人一向为人和善，平时都有早起的
习惯。 12 月 4 日上午，邻居们发现王老太一
家异常，想法进入屋中，看到母子二人均昏迷
在床上，屋内放有燃烧着的煤炉。邻居们迅速
拨打 120 急救电话。 急救人员到达现场后发
现，王老太已经死亡，张某重度昏迷。随后，医
护人员紧急将张某送至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
抢救，医生诊断其为煤气中毒。 目前，张某仍
未脱离生命危险。

医生提醒，冬季房屋密闭较严，如果燃煤
质量欠佳，再加上煤炉排烟不畅，极易发生煤
气中毒。 使用燃气炉取暖的家庭一定要注意
管道的密封性，保证炉子排气通畅。一旦出现
头疼头晕、心慌胸闷等疑似煤气中毒的反应，
一定要及时就诊。

马涛 南阳世纪龙副食百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贾丰奇 河南丰园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关键在做， 重在落
实。 优质服务、回报社会是我们的企业理念，要让每
位员工感受到企业的温暖，更感受到党的温情。

身为养殖行业的从业者，我们要扎下身子，埋头苦干，科
学养殖，让群众吃到纯正、无公害鸡蛋，实实在在干事，踏踏
实实做人，永远做行业的先行者、奉献者。

本报记者 高嵩 文 / 图

新时代 新愿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