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王陈）今年 6 月是全国第 20
个“安全生产月”。 日前，市市场监管局围绕“落
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主题，结合党史学
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开展安全
生产现场宣传咨询活动，普及安全知识，筑牢安
全防线。

活动现场设置了大型电子屏、宣传条幅、咨
询台、宣传展板，接受群众咨询，并向群众讲解
特种设备方面的有关安全常识、 安全预防和安
全避险等知识， 现场派发各类宣传资料 400 余
份。 同时，对特种设备安全法、液化石油气和车
用气瓶安全知识、电梯安全常识、机电类游乐设
施等内容进行了宣传和讲解， 并通过气瓶实物
展示、应急演练、电梯模型模拟操作等形式，引
导广大市民积极参与互动， 提升安全及参与社
会监督的意识，夯实保障安全的群众基础。 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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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烧发电 垃圾变废为宝

市交通运输局

关爱未成年人
本报讯（记者 王勇 通讯员 卢靖 惠怡然）

日前， 市交通运输局机关党员志愿者走进永安
社区，开展未成年人党史学习教育活动，用实际
行动落实党员进社区工作安排， 扎实推进党史
学习教育走向深入。

在《红领巾心向党———党史学习红船精神》
党课上，志愿者向孩子们讲述了“红船精神”的内
涵及其来历，将小小红船载着中国共产党走向辉
煌未来的光辉历程用易懂的语言讲给孩子们。在
红船模型拼搭环节，孩子们和爸爸妈妈一起动手
制作红船模型。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力，一艘艘
漂亮的红船模型制作完成。 孩子们通过学习“红
船精神”并亲自动手制作红船，体会到老一辈革
命家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 ②2

本报讯（记者 杨青 通讯员
张楠）6月 20日， 随着首辆荷载
8吨的垃圾运输车驶入南阳市光
大环保能源公司，标志着南阳市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一期基
本建设完成，具备试运行条件。

在现场， 车辆过磅称重后，
在专业人员的指挥下， 稳稳停
靠在落料口， 垃圾顺利倒入垃
圾储存仓。 工作人员介绍，一车
垃圾从入场、发酵、焚烧到最终
实现变废为宝，需经过磅称重、
入储存仓、发酵 5 至 10 天等步
骤，然后由抓斗投入落料口，进
炉燃烧转化为热能， 全程数据
都将录入控制室系统， 形成台
账。 垃圾储存仓是一个巨大的
负压封闭空间， 可使垃圾不会

出现渗液与废气污染，实现无害
化、减量化、资源化。 控制室里，
工作人员通过上百个摄像头监
控设备运行状态，工作人员通过
对讲机闻令而动，项目运转精准
高效。

据了解，该项目一期垃圾坑
长 90 米、宽 30 米、深 29 米，二
期垃圾坑长 30 米、 宽 30 米、深
29 米， 最大容量 10.63 万立方
米， 可存储容纳 2.1 万吨垃圾，
按日处理每条焚烧线 750 吨规
模及通过合理分区、堆放，储存
垃圾可满足 4 条焚烧线超过 7
天的焚烧量。 为了让垃圾按照先
后顺序进行堆料发酵，导出渗滤
液，储存仓分为投料区、新料区、
移料区、混料区、发酵区五部分，

仓顶设有灵活的垃圾吊爪，负责
运送入仓后的垃圾，这些吊爪在
工作人员的操作下，每一爪都能
抓起约 8吨重的垃圾。

市城管局负责人全程观看
垃圾进厂程序， 现场指导规范
化安全运行工作。 他表示，南阳
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是我
市重点建设项目之一， 是重大
市政基础设施项目， 是资源综
合利用的环保型项目， 更是民
生项目。 各单位一定要以严谨、
认真、负责的态度，做好、做细、
做实每一个生产环节， 通过焚
烧发电实现变废为宝， 生活垃
圾资源化利用， 改善南阳城市
环境，不断把绿色发展、可持续
发展推向深入。 ②2

本报讯（记者 陈书洁）6 月
21 日，记者从市污染防治攻坚
办获悉，5 月份，我市 PM10 月
均浓度为 60 微克每立方米，
全省排名第 5 位， 同比下降
11.8% ；PM2.5 月均浓度为 28
微克每立方米， 全省排名第 3
位，同比下降 6.7%；优良天数
28 天，全省排名第 3 位，同比
增加 4 天，空气质量实现“两
降一升”，得补生态补偿金 495
万元。

我市以控制夏季臭氧污
染、 持续改善环境空气质量为
目标， 统筹推进工业源、 移动
源、 社会面源等领域大气污染
减排工作， 排查建立 189 家涉

VOCs（挥发性有机物）企业清
单， 实施 VOCs 重点企业销号
式综合治理提升行动， 有力推
进塑料制品、工业涂装、包装印
刷、 家具制造等重点行业企业
和生活源领域治理， 依法、科
学、精准治污。 同时，持续推进
重点区域精细化管理，市、区专
班建立 24 小时不间断值班制
度，5 月份，以臭氧污染管控为
核心，发布预警 31 次，持续强
化科学研判预测、 指令快速响
应、 问题快速处置等关键环节
落实。成立 3 个专项工作组，对
中心城区重点区域开展巡回帮
扶指导， 共排查交办污染问题
181 个。 城管部门组织检查中

心城区餐饮服务单位 1025 个，
书面下达整改通知 64 份，约谈
餐饮服务单位 32 个。 市控尘办
组织检查中心城区工地 96 个，
交办、督办问题 56 个，行政处
罚 8.7 万元，约谈企业 9 家。 通
过实施精细化管理，5 月份成
功将预测预报的 2 个污染天转
化为良，全年累计达到 7 天。

下一步， 我市将继续全面
推进 2021 年大气污染防治攻
坚各项任务，加快推动“一市一
策” 专家团队跟踪研究成果运
用， 不断提高我市大气污染防
治科学化、 精准化、 法制化水
平， 确保全市环境空气质量持
续改善。 ②2

我市 5 月份环境空气质量实现“两降一升”

获得生态补偿金 495 万元
方城县残联

助残惠残暖心
本报讯（记者 陈书洁 通讯员 刘奕贤）6 月

21日，记者从方城县残联获悉，该部门全面开展
“五个一”活动，持续跟踪残疾人收入变化和“两
不愁三保障”巩固情况，切实落实惠残助残政策。

方城县残联以服务残疾群众惠及民生为落
脚点，创新举措，多措并举，全面开展“五个一”活
动。开展“一”次大排查、大走访，摸清残疾人需求
底数，跟踪监测掌握最易致贫返贫的风险户和不
稳定户情况；为“一”批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向的
残疾人实现就业，协调多家企业，举办公益招聘
会， 帮助残疾人搭建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对接平
台，提供更广泛的就业机会；为贫困重度残疾人
适配“一”批辅具，降低残疾人康复成本，打通辅
具适配“最后一公里”；免费鉴定“一”批疑似残疾
人，开展“一站式”现场办公，实行现场免费鉴定；
开展“一”次残疾人政策大宣传，扩大助残政策知
晓率，让残疾人及时掌握助残政策，进一步弄清
其本人应享受和已享受政策情况，做到助残政策
应享尽享。 ②2

市市场监管局

普及安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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