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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本报讯 （记者李小胄 通讯员

韩春 刘华荣）宛城区提早谋划，精准

施策，加强源头治理，层层压实责任，

强力督导问责，确保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取得实效。

该区对辖区内的污染源摸底清

查，登记造册，针对扬尘污染、工业大

气污染、燃煤污染、挥发性有机物污

染、淘汰黄标车、秸秆禁烧、重污染天

气应急应对等7个重点领域制订专
项工作方案，分类施策，合力攻坚。

与辖区14个施工工地和所有拆迁工
地签订《文明施工暨施工现场扬尘防

治管理目标责任书》，强化“六全”措

施；对城区主次干道实行“三洒一

冲”，确保中心城区主次干道保持清

洁、湿润，对全区30余家露天堆场进
行了覆盖、喷淋、遮挡等。全区44家
53台小燃煤锅炉全部进行了清洁能
源改造或拆除，关闭散煤销售点 7
家。至目前，全区累计淘汰黄标车

1242辆，15家加油站均安装了油气回
收装置，依法取缔黑加油站（点）96
家。禁养区养殖场已关停23家。累累累3

宛城区：抓源头 严整治 强问责

客运部门：

多措并举出行畅

9月28日起，南阳车务段陆
续增开南阳—郑州K5346次，南
阳—郑州K5386/5次，南阳—安阳
（新乡） K5384/3次省内临客，并
提前对 10个客运站的客服设施
以及电子引导、广播系统、自动取

票设备等进行全面检查维修，组

织成立志愿小分队，做好旅客购

票、候车、乘车等贴心服务。同

时，各站还将根据客流变化，合理

分配并适时增开售票窗口，最大

限度缩短旅客购票时间。累累累5
（记者 石张楠 通讯员 王浩）

国庆假期，为方便广大旅客

购票，南阳汽车站将原有的预售

含当天5天内的车票，设置为含
当天预售10天内车票。同时，汽
车站将根据客流情况及时设置加

班，增开售票窗口，并开设南阳旅

游集散中心，为出游旅客推介南

阳周边一日游、国内多日游、团队

接待、自驾游代购票服务等，让旅

客自由选择出游方式。累累累5
（记者 赵勇）

10月1日、6日、7日，南阳
出发至广州、深圳、上海的航班

机票基本售罄，南阳出发至北

京、成都、杭州、大连、昆明的

航班机票销售紧俏，仅剩全价机

票。10月2日～4日，南阳出发
航班剩余机票较多，南阳—广州、

南阳—深圳、南阳—杭州机票最

低7折，南阳—上海最低6折，南
阳-北京、南阳-天津、南阳-成都
最低8折，南阳-南宁、南阳-昆明
最低5折，具体机票折扣以当天
电脑查询为准。累累累5
（记者 陈大公 通讯员 李振中）

交管部门：

安全驾驶防拥堵

今年十一期间，车辆集中出

行，交通安全问题不容忽视，市公

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提醒机动车驾

驶人和广大外出居民安全出行。

交管支队有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高速公路免费时间为10月1
日0时至10月7日24时，根据去
年情况，预计今年在10月1日、10
月7日两日将出现不同程度的交
通拥挤。市城区6个出入市口、
火车站、汽车站区域、仲景路与医

圣祠街口、仲景大桥北口、光武路

与人民路交叉口向东至光武路与

仲景路交叉口路段、龙祥路涵洞

桥向北、信臣路涵洞桥等多处极

易发生拥堵。该支队提醒广大居

民，出行前做好准备，莫因焦急而

拥挤。累累累6 （记者 赵勇）

高速部门：

快速应对促畅通

国庆假期，高速公路车流量

将大幅增加，交通安全形势面临

严峻考验，市公安局高速交警支

队采取多种措施，最大限度确保

我市高速公路安全有序畅通。该

支队有关负责人介绍，国庆节期

间，他们将保证足够警力，加强巡

逻管控，坚持定点守候夜勤模式，

及时发现和处置各类意外情况和

突发事件。该支队还将加强对重

点车辆和严重交通违法的查控，

在车流量大的站口，增设临时执

勤点，严把过境、上高速等重要关

口。发现辖区路段拥堵时，快速

出警、快速处置、快速疏通。累累累6
（记者 赵勇 实习生 吕敬）

工商部门：

假日消费要理性

随着十一黄金周即将来临，

市工商局12315指挥中心日前发
布消费警示，提醒广大消费者在

吃、游、购、玩消费中，应该增强防

范意识，做到理性消费、科学消

费、健康消费。

市工商局提醒，消费者在外

就餐点菜时，应该查看菜谱价格

是否明码标价，要养成“先看账单

后结账”的习惯；选择证照齐全、

规模较大、信誉良好的旅行社，不

要被价格牵着走。

面对促销要保持清醒头脑，

多去几家商场比较价格再购买可

以有效避免价格欺诈。

消费者遇到消费纠纷或者购

买到假冒伪劣商品时，首先要保

存好相关证据，如无法与经营者

达成解决协议时，应及时拨打当

地 12315申诉举报电话，也可向
其他有关部门反映或者向消费者

协会投诉。⑥3
（记者 陈大公 通讯员 谢继平）

商务部门：

酒类检查保安全

国庆节临近，酒类商品进入

消费高峰期，为确保节日期间酒

类食用质量安全，日前，商务部门

对全市酒类市场开展专项检查

行动。

此次专项检查，市商务局稽

查支队针对酒类流通经营者备案

情况、在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明

示“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酒类”标

识、《酒类流通随附单》的使用情

况、酒类商品明码标价情况等进

行检查。⑥3 （记者 石张楠）

气象部门：

长假期间天气好

十一期间，我市天气状况总

体较好，基本排除大风、强降雨等

极端天气，适宜出行旅游。

据市气象台预报，未来几天

我市天气具体情况如下：10月1
日，小雨转多云，气温 17℃～
23℃；2日，晴，气温17℃～27℃；3
日，晴，气温18℃～29℃；4日，晴
转阴，气温20℃～27℃；5日，小雨
转阴，气温16℃～26℃。累累累5

（记者 洪塔）

本报讯 （记者杨家强）9月28
日，华耀城一期在李宁体育园荣耀

开盘。来自市区和周边县城各个

专业市场以及众多商会的5000多
名商户到场，现场人山人海，抢位

置，抢先机，抢占财富制高点，一期

旺铺火爆热销。

商会抱团入驻，大户带头认

购，散户组团团购，商户们对华耀

城的追捧绝非偶然。南阳现有老

旧市场外迁升级是大势所趋，商

户们急需寻找更有利于货物集

散、品牌包装的现代化综合商贸

物流市场，外迁升级是政府、商户

一致认可的新出路，华耀城的崛

起，适时提供了理想的外迁升级

承接地。商户们购买商铺的目的

无他，都是想依托华耀城现代化

商贸物流展示交易平台，将自己

的生意在现有基础上扩大提升。

本次华耀城开盘盛典的成功

举办，不仅是华耀城发展史上的一

座丰碑，同时也是南阳商贸物流业

转型升级新篇章的序幕。在政府

和商户共同拥护商贸物流业外迁

升级的背景下，华耀城必将成为南

阳商贸物流新中心。累累累5

华耀城开盘 一期旺铺热销

弘扬重阳文化
营造敬老风尚
本报讯 （记者陈琰炜 特约记

者李晋 张帆）10月9日，2016中国·
西峡重阳文化节，将在西峡县重阳

镇举办，旨在进一步传承和弘扬重

阳文化，营造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

良好社会风尚。

西峡县是“中国重阳文化之

乡”，重阳镇是全国唯一以“重阳”命

名的乡镇。重阳文化节在重阳镇已

经连续举办了九届，本届重阳文化

节由“中国重阳文化研究中心”主

办，突出尊老、敬老、爱老、助老主

题。主要活动包括：西峡县“十佳

好媳妇”、“传树争做”先进人物评选

表彰，全县百岁老人、重阳镇80岁
以上老教师等慰问活动，特色文艺

演出活动,登高祈福、饮菊花酒、佩
茱萸囊等重阳民俗活动，群众秧歌、

象棋大赛等全民健身活动，招商引

资项目洽谈会等。累累累6

展评玉雕精品
促进技艺交流
本报讯 （通讯员魏丽） 镇平

玉雕创意大奖赛暨中国玉石雕刻

“天工奖”镇平区域作品初选活动

将于9月30日至10月10日在镇平
县石佛寺镇国际玉城举行。届时，

来自北京、西安、郑州、洛阳、襄

阳、苏州等地玉雕人才汇聚一堂，

交流技艺。

此次展评活动旨在弘扬玉石雕

刻文化，推动技艺交流，进一步提

升玉雕创作人员的整体素质和玉雕

作品的工艺水平，给镇平玉石雕刻

行业提供一个展示作品、发现人

才、行业交流的平台。此次参评参

展作品共计300余件，囊括玉种十
余类。累累累6

警惕“换号骗术”
保护个人信息
本报讯 （记者段平 实习生

吕敬）近期，有居民反映有骗子假

冒自己，给手机里的联系人发短

信，声称换了新号码。对此，市反

虚假信息诈骗中心提醒，这是一种

新型的“换号骗术”，居民遇到此类

情况务必与换号者本人进行核实，

切莫上当。

这是一种新型的电信诈骗手

段，行骗者往往通过给手机用户发

送木马病毒，获取用户通讯录，继而

实施诈骗。对此，市反虚假信息诈

骗中心提醒居民，在用手机浏览网

页或收到含有网站链接的不明信息

时，不要随意点开；要注意保护个人

信息，防止个人信息泄漏；小心使用

手机名片标注，以防手机丢失时联

系人信息被盗用；对通过电话、短信

要求进行涉及资金的操作，务必提

高警惕。累累累3

�9月29日晚，“唱
响白河”群众文化活动

南阳理工学院专场“祖

国万岁”精彩上演，场上

场下互动共鸣，赢得观

众阵阵喝彩。累累累6
本报记者 王鸿洋 摄

�9月 29日，中南
交通技工学校举行迎国

庆革命歌曲大合唱，营

造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

氛围。累累累2
本报记者 赵甫 摄

服务多温情 国庆七天乐
国庆长假期间，我市“铁公

机”及相关部门积极应对准备，

科学调度，保畅通，保安全，力

争以良好的服务和保障，确保

旅客走得了、走得好，为旅客提

供温情服务。

本报记者 秦会娟 张晓彭

丹桂飘香话重阳，尊老爱老美德

扬。9月 29日，南阳报业传媒集团
《躬耕·传媒天下》编辑部联合宛西制

药张仲景医院举办“陪伴·相随一生”

仲景健康之旅大型公益活动，让百余

位离退休老干部感受到了博大精深

的仲景文化，体验了一次难得的健康

养生之旅。

当日，参与活动的百余位老干部

饶有兴致地参观了医院的优诊病区、

仲景健康养生馆等，熏蒸、三氧诊疗、

火疗针灸等具有浓郁中医特色的诊

疗养生项目，琳琅满目的中药食材，

加上先进的设备、优美的环境和厚重

的仲景健康养生文化，赢得大家的交

口称赞。退休老干部马道斌告诉记

者：“南阳有这样大规模、高档次的医

院是全市人民的福气，这座花园式医

院，不但有精湛的技术和优美的环

境，更以独具魅力的中医养生文化，

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快乐。”

“中医是国粹，组织这样的活动，

就是希望老人能够在体验仲景文化

中，享受到便捷优质的中医健康养生

服务，让大家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

有所养、老有所医，用科学的方法关

注、关爱他们的身心健康。”该院名老

中医李文欣说。

体验中，该院中医养生保健专业

的护理人员用温馨服务和专业讲解，让

老人们真切感受到仲景健康养生的文

化内涵。医护人员还依据春夏秋冬四

时不同的中医调养理念，为老人们奉上

心养、气养、动养、术养、药养、食养、居

养的全方位、多角度综合养治方案。

“一个中医人，文化是根，中医是

魂，只有深入挖掘仲景健康养生文

化，才能使岐黄之术为众生畅享幸福

生活谱写出绚丽乐章。”该院院长宋

红旗说。累累累1

体验仲景中医文化 开展养生健康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