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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双创”活动
建设大美 南 阳

本报讯 （通 讯 员 雷 理 明

李元功)近日，宛城区红泥湾镇迅
速行动，明确责任，细化任务，加

压鼓劲，聚力攻坚，再掀“双创”新

高潮。

该镇以党委、政府文件形式

把镇区11条街道、4个小区环境
整治任务进行再分工、再明确。

每个责任路段、小区，明确一名班

子成员为第一责任人，明确一到

三个部门为责任单位，相关部门

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第一责任

人和具体责任人负责对分包路段

环境卫生、经营秩序、交通秩序进

行整治，确保干净整洁、经营规

范、交通有序。同时，组织镇机关

全体干部，并聘用清洁人员 230
多人组成“双创”整治队伍，对各

责任街道、小区环境卫生、经营秩

序实行一米一米细查，一个门面

一个门面把关，一步一步治理，一

个问题一个问题纠正。至目前，

共取缔占道经营 200余处，清理
卫生死角26处，清运垃圾260余
车，清理小广告 1000余处，纠正
乱停乱放180多处。累累累3

细化创建责任 主攻难点问题

本报讯 （特约记者封德 通

讯员谢轶娜）近日，由西峡县卫计

委主办的全民健康素养大讲堂活

动在该县桑坪镇横岭村文化大院

举行。这是该县去年以来举行的

第500场健康公益宣讲活动。
去年以来，西峡县在全县倡

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传播通

俗易懂的健康常识。西峡县卫计

委以基层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县直公立、民营医疗机

构为依托，以满足群众健康需求

为目标，成立专家讲师团，进社

区、进机关、进单位、进学校、

进乡村，运用通俗易懂、形式活

泼的内容和形式，面向广大基层

民众，宣传科学就医、合理用

药、预防保健等方面的健康常

识，引导群众养成文明健康的生

活方式，增强民众健康意识，提高

全民健康素养水平，受益群众达2
万余人次。⑥3

传播健康理念 普及保健常识

本报讯 (特约记者王松林
通讯员姚远)连日来，卧龙区光武
街道积极响应《南阳市人民政府

关于中心城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的通告》精神，强力推进禁止燃放

烟花爆竹工作。

该街道印制《致广大辖区居

民的一封信》2万份和禁止燃放销
售烟花爆竹的宣传条幅300条，加
印了《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中心城

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2000
份，在辖区单位、学校、市场等人员

密集场所进行张贴发放。

街道协调公安、安监、工商等

部门，对辖区的13家烟花爆竹销
售点进行整治，收回烟花爆竹经

营（零售）许可证件、注销或变更

烟花爆竹经营户的工商营业执

照，从源头上治理烟花爆竹销售

行为。⑥3

开展源头治理 做好禁放宣传

2017年已经到来。站在新的起点，我们将
以怎样的姿态，书写砥砺奋进的精彩答案？1月
3日，本报记者兵分几路探访多个职能部门，看
看他们在2017年第一个工作日如何“开篇”。

记录民生勤值守
1月3日上午，在12345市长热线受理中心

内，值班员吴莹和其他5位接线员一起，认真受
理居民来电，并将元旦期间居民来电录音留言

整理、分类、录入，及时进行转办和回访。

“其实我们昨天就上班了！”吴莹边整理语

音留言边对记者说，元旦三天假，12345市长热
线值班员两天坚守岗位，仅元旦当天暂停人工

受理，保留语音留言服务。因此，1月3日上
班，除了正常接听电话外，还要抽空整理转办

有效的居民留言。打开市长热线留言系统，元

旦期间的语音留言多达498条，值班员要将留
言逐个点开收听，筛选出有效留言并整理分类

记录，及时进行转办和回访。整整一个上午，电

话铃声此起彼伏，一旦有电话接进，值班员就要

暂停留言整理工作，及时接听来电，或当场解

答，或直接转接二级座席，或记录转办。吴莹

说，不漏失一条有效留言，让群众的问题得到及

时解决，这是我们的职责。累累累2
(记者 时卫红 王蕾)

重点工程不停歇
1月3日，在市城区光武路、百里奚路、长江

路等多处工地上，市政建设人员一大早就开始

了一天的忙碌。

对市政建设人员来说，元旦不存在“假

期”。在百里奚路改造提升工程工地，市政工程

总公司三分公司、五分公司近60名职工正在进
行排水工程建设。光武中路提升改造工程已经

接近尾声，曾经坑洼不平的道路变得平整宽

敞。四分公司40余名职工放弃节日休息，加班
加点进行扫尾工程建设。待剩余的少量路基工

程完工后，预计本月15日该路段的快车道就能
完全恢复通车。市政工程总公司路灯安装公司

的职工分别在长江路、两相路东段和信臣路安

装路灯。“我们要赶在春节到来前让这些路段的

夜晚亮起来。”一名正在忙碌的工人说。累累累2
（记者 王笑荷）

内河治理干劲足
1月3日，天气寒冷，市城区梅溪河、三里河

等内河治理现场机声轰鸣，工地一派繁忙景

象。工人们战严寒，加班加点赶进度。梅溪河

（新华路桥区域）河道旁竖起高高的围挡，一台

作业车正在清理淤泥，十几名工人手拿工具，精

心制作钢筋笼，逐步铺设截污箱涵，另外两台作

业车开足马力挖土方。施工方介绍，连日来，施

工人员分步骤、按节点有序进行，天气虽然寒

冷，工人们干劲十足。累累累2 （记者 石张楠）

严防污染搞排查
元旦假期过后，市商务部门执法人员分组

对市城区加油站进行抽样检查，严防大气污

染。去年12月，市商务稽查支队对市城区民营
加油站汽、柴油国V升级情况开展专项检查，对
不符合标准的加油站进行整治。1月3日，市商
务稽查支队执法人员在人民路、长江路等路段，

认真检查加油站油品以及备用罐油品情况，并

进行抽油取样，检查加油站负责人提供的进货

发票。检查中，执法人员逐一对加油站的加油

枪、卸油口、储罐区的油气回收设施进行查看，

防止出现滴漏现象。累累累2 （记者 石张楠）

市容秩序细维护
1月3日，当很多居民经过三天假期休整，

精神抖擞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假期里没有休

息过一天的城管队员们，已经早早地出现在辖

区内。

不到8时，卧龙城管大队女子巡查中队胡云
灿、杨眉、朱金敏就开始在工业南路巡查。人行

道上摆摊卖菜的农用车车主，经过她们的耐心

劝说，很快撤离了占道经营的路段。节后上班

第一天，城管队员们按照“迎双节”市容秩序综

合整治实施方案，对中心城区沿街违规设置棚、

亭、伞等乱搭乱建现象进行了治理，对年节物品

便民小市场进行前期选址，取缔未经许可的商

业促销、乱设条幅等违规现象。累累累2
（记者 王笑荷）

升级改造保供电
1月3日，内乡县七里坪乡农村电网升级改

造现场一片繁忙：挖坑、立杆、放线……不到一

个小时，4根35平方毫米的分支电缆已经放线
完毕，10余名电力施工人员加紧进行紧线与杆
上固定等工作。

在施工现场，电力员工身着厚重的工作服，

头戴安全帽，上杆架线，下杆挖坑，加班加点，紧

张施工。施工队长老聂告诉记者：“为了让老百

姓早日用上安全可靠的电能，我们将加班加点，

克服寒冷天气，把工程继续干下去，年前就可以

完成这里的升级改造任务，真正让百姓用上放

心电、满意电，过上一个亮堂堂的春节。”累累累3
（记者 周二立）

履职尽责效率高
1月3日上午9时，记者在市环保局办公楼

看到，各部门工作人员各司其职，一派繁忙景

象。市环保局环境监察支队召集相关部门开

会，研究2017年度重点任务和水污染防治重点
工作任务，涉及20余项重点工作。随后，执法人
员开始对城区重点企业污染治理设施全方位检

查，并现场取样检测。

市环保局办公室工作人员介绍，节后上班

首日，各部门全员到岗，各项工作高效运转，全

体员工履职尽责，呵护碧水蓝天，打造生态家

园。累累累3 (记者 洪塔）

加班加点忙救助
2017年上班第一天，市民政局便召开了民

政重点工作部署会。春节前，全面开展优抚对

象、困难群众的走访慰问工作；严格排查全市福

利机构的安全隐患；对困难群众的救助工作及

时到位……各相关科室已进入紧张的工作状

态。在市民政局救灾科，工作人员为确保受灾

群众得到及时救助，牺牲元旦假期时间，加班加

点工作。为了加快资金流转速度，确保救灾资

金第一时间到位，市民政局和市财政局加紧会

商，及时下拨了我市2016年至2017年度冬春救
助资金935万元。目前，该项资金已拨付到各县
区，用于帮助各地灾区统筹解决受灾群众口粮、

衣被取暖等困难。累累累3 (记者 段平）

清洁家园齐动手
1月3日上午7时左右，记者在城区人民路看

到，环卫工人正在对人流、车流比较多的重点路

段、商业区进行重点保洁，确保垃圾随扔随清。

市环卫处相关负责人介绍，按照市大气污

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通知要求，环卫

部门对主次干道实行“每1小时洒水1次、每天
冲洗1次”的环卫作业。目前，中心城区共有洒
水车辆37台，主要用于洒水作业，确保干道无灰
土、见本色、保持路面湿润；洗扫车辆105台，主
要对道路护栏隔离带边缘、路沿石等灰尘易积

区进行洗扫作业，除尘降尘；抑尘降霾喷雾车8
台，不间断对中心城区进行雾化喷洒，提高降尘

效果。累累累3 (记者 洪塔）

新年上班第一天 撸起袖子加油干

12345市长热线值守井然有序 累累累1 本报记者 闫亚平 摄

梅溪河综合整治施工一片繁忙 累累累1 本报记者 石张楠 摄 农村电网升级改造不畏严寒 累累累1 本报记者 张晓东 王涛 摄

本报讯 （记者段平 特约记者

崔松涛）今年，我市将实施24个中
央投资卫生建设项目，不断提高妇

幼保健水平，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

力，切实满足百姓健康需求。

记者昨日从市卫计委获悉，我

市将不断完善城乡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扩充医疗卫生资源，抓好市中心

医院示范区医院、市中心医院“三

合一”项目、市骨科医院迁建、市

口腔医院迁建、高新区医院迁建等

重点卫生项目；全面落实计划生育

家庭奖励扶助政策，对计划生育家

庭、年满49周岁的失独家庭、女
方年满49周岁的独生子女重度伤
残家庭、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失独

失能夫妻进行奖励扶助，落实城乡

统一的奖扶政策；实施重大妇幼卫

生项目，包括农村妇女“降消”项

目、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

贫困地区新生儿疾病筛查补助项目

和农村妇女两癌筛查项目试点；实

施“369”人才工程，为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培养人才，做好医学院校

毕业生特招、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

培养、基层骨干医师培训、全科医

生转岗培训等工作，提升基层医疗

服务能力；推进“智慧医疗”惠民

工程，加快全市人口健康信息平

台、健康门户网站、远程诊断中心、

区域影像中心建设，完成市、县两级

医疗机构一站式自助服务系统建

设，实施区域一卡通、医疗一账通上

线运行。⑥3

办好民生实事
服务百姓健康

本报讯（记者段平）近日，市财

政局、市民政局下拨我市 2016～
2017年度冬春救助资金935万元，
用于帮助各地灾区统筹解决受灾群

众口粮、衣被取暖等困难，妥善安排

受灾群众冬春期间基本生活。

冬春救助是我国自然灾害救助

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加快流转

速度，确保资金第一时间到位，相

关工作人员主动放弃休假，市财政

局和市民政局假日期间加紧会商，

尽快使省市救助资金发放到救助对

象手中，确保受灾群众得到及时

救助。

此外，为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

活，我市全力以赴做好汛期救灾工

作。去年汛期，我市争取到省财政

下拨 340余万元灾民生活救助资
金，共调运棉被6000余床，紧急转
移安置近1500人。⑥3

下拨救助资金
保障群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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