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控车治污 护航南阳蓝天白云
截至目前，查处违法通行车辆 17035 台次

本报讯（记者 陈书洁）
近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
队采取路面管控、 源头追
缴、 宣传举报等多项措施，
扎实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攻
坚工作，迅速打响了“控车
治污 护航蓝天”攻坚行动。

截至目前， 我市在中
心城区外围道路设置货车
分流管控点 26 处，投入警
力 41000 余人次， 设置提

示、警示标志 286 块，开展
宣传提示 560 余次， 查处
货车超载 315 台、 违法通
行车辆 17035 台次， 为全
市环境污染防治工作作出
了积极贡献。

市公安局交管部门通
过在外围卡点和流动执
法相结合，严管严控货车
违规入市。 在信臣路、北
京路、雪枫路、长江北路

设置 26 个卡点， 管控入
市重型货车；每天出动警
车 45 台， 出动警用摩托
车 220 余台，采取流动执
法方式，严厉查处打击违
规入市货车。 在强化日常
管理的同时， 每天 19 时
至次日凌晨 6 时，组织开
展夜间集中行动，严厉打
击沿路抛洒、不遮挡覆盖
等违规运输行为。

同时， 源头追缴彻底
清理了一批高排放车辆。
集中对中心城区驾校训练
场、驾校挂靠点进行清理，
对报废车、未检验、黄标车
进行查扣、清缴、拆解。 开
展有奖举报， 对货车违规
入市、违规装载等行为，一
律实行有奖举报， 目前已
接受举报 163 起， 兑现奖
金 15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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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住建委

“双创双建”再发力
本报讯（记者 徐晴）日前，市住建委召开

住建系统“双创双建”工作推进会，回顾总结了
2017年工作，安排部署 2018年工作。

今年，市住建委将建立工作台账，卡紧节点，
加压奋进，解决问题。实行网格化管理，找准薄弱
环节，确保“双创双建”工作不留死角、不留空白。
建机制、抓常态，切实转变作风，把各项工作做实
做细做好。充分调动积极性，营造浓厚氛围，提升
全系统“双创
双建”知晓率、
参与率、 贡献
率和满意度。

盘点 3月份居民消费价格

蛋价上涨两成多
本报讯（记者 王雪 通讯员 王勇）今年 3

月份，南阳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2.2%。 食
品类价格上涨 1.8% ， 非食品类价格上涨
2.3%，消费品价格上涨 1.7%，服务类价格上
涨 3.3%。 南阳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 1 至 3 月
份累计上涨 2.3%。

3 月份， 南阳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下降
0.7%。 其中，城市下降 0.5%，农村下降 0.9%。
食品类价格下降 3.5% ， 消费品价格下降
1.0%，非食品价格上涨 0.1%，服务类价格上
涨 0.2%。

3 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1.8%，影响居
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约 0.36个百分点；鲜菜
价格上涨 4.6%， 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
涨约 0.12 个百分点；畜肉类价格下降 7.0%，影
响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下降约 0.34 个百分点；
其中， 猪肉价格下降 15.2%， 羊肉价格上涨
11.4%， 活鸡价格上涨 23.8%， 鸡蛋价格上涨
25.7%，水产品
类 价 格 上 涨
8.0%， 鲜果价
格上涨11.1%。

中国·南阳第十五届玉雕文化节暨第九届月季花会 4月 26日至 5月 3日举行

相约健康养生地 畅游玉润花香城
本报讯（记者 高如衡）

日前，记者从市委宣传部获
悉， 中国·南阳第十五届玉
雕文化节暨第九届月季花
会将于 4 月 26 日至 5 月 3
日举行。

本届节会主题为“相约
健康养生地·畅游玉润花香
城”，由开幕式、玉文化系列
活动、 月季花会系列活动、
旅游系列活动、招才引智及
招商引资系列活动、群众性
文化体育系列活动 6 大板
块组成。

开幕式将于 4月 26日

9时在市体育场举行。 开幕
式上还将举办《花中皇后·
南阳月季》（第六组）邮票发
行仪式、“老家河南·避暑南
阳”文化旅游节启动仪及文
艺演出。

玉文化系列活动包括
全国玉雕精品展览展销活
动、 全国珠宝玉器产品博
览会、 第六届中国玉石雕
刻作品“玉华奖”评选及颁
奖活动等。

月季花会系列活动包
括赏月季爱市花游园活动，
精品盆栽月季及盆景艺术

展，插花艺术与集体婚礼新
娘捧花展，第三届最美月季
公（游）园、最美月季大道、
最美月季庭院评比活动等。

旅游系列活动包括中
国（西峡）山地避暑旅游高
峰论坛，“老家河南·避暑南
阳”主题活动暨百家旅行社
踩线活动，到西安、武汉、十
堰、襄阳、洛阳、郑州等周边
城市宣传营销活动，南阳旅
游产品展评及重点景区

（点）宣传推介等。
招才引智及招商引资

系列活动包括“千人计划”
专家南阳行及“诸葛英才计
划” 人才政策推介活动、南
阳市情说明暨经济技术合
作项目签约活动。

群众性文化体育系列
活动包括“唱响白河”文艺
演出活动、 文化惠民演出
系列活动、 广场健身操舞
比赛。

河南福彩双色球

千万奖金送彩民
本报讯（记者 张乐君 通讯员 党云飞）

日前，记者从市福彩中心获悉，为回馈广大彩民
朋友对双色球游戏的厚爱和推广双色球游戏复
式和倍投玩法， 河南省福彩中心决定于 4月起
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双色球促销活动。

记者了解到， 这次双色球促销活动时间从
4月 16日开始， 到 1000万元促销奖金送完为
止； 活动范围为活动期间购买双色球游戏的全
体彩民。

相关人士还提醒广大彩民， 要注意参与这
次活动的条件， 即活动期间， 凡购买每张票面
14元以上（含 14元）双色球彩票即赠送 2元机
选双色球彩票（由销售设备自动随机出票）一
注，送完为止。

4 月 15 日是第 3 个全民
国家安全教育日， 由南阳市
国家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举
办的《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
工作新局面宣传展》 在豫西
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举行。 图
为市国家安全局民警向观展
者讲解相关知识

本报记者 周梦 摄

上门宣讲
国家安全

截至 4 月 11 日，今年中心城区空气优良天数为 46 天

源头控污 市民乐享好天气
本报讯（记者 陈书洁）

4 月 13 日， 记者从市环保
局获悉，今年以来，全市环
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3 月
份获全省空气质量生态补
偿金 192.5万元。

截至 4 月 11 日，我
市中心城区环境空气优
良天数 为 46 天 ，PM2.5
平均浓度为 92 微克每立

方米 ，PM10 平均浓度为
140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
下降 6.7%。今年以来，我
市进一步规范中心城区
建筑工地施工行为，严格
实施防尘抑尘措施，切实
加大中心城区主次干道
的道路保洁力度，并集中
开展运渣车辆和夜间露
天烧烤等系列整治行动，

尤其是将加大工业企业
的检查力度和频次，督促
企业正常运行污染物治
理设施，切实做到达标排
放，有效降低相关污染物
排量。 全市共建成 40 个
站点并与省环保厅联网，
中心城区还有 48 个微型
空气监测站正在筹备建
设中，建成后，将实现对

环境空气质量的全覆盖
监测。

下一步， 我市将切实
从源头上强化治污控污
措施，调整充实市级 8 个
督查组人员，实行与原工
作单位全脱岗督察。 对措
施不力、贻误工作的责任
单位和责任人坚决进行
曝光追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