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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双创”活动 建设大美南阳

本版编辑 田 巍 余耀耀

本报记者 柏伴雪 通讯员 高崭

天下和，民心安，百业兴。平

安，是民之所盼；平安，是发展之基。

2016年，我市政法战线坚持立
足当前与着眼长远相结合，以顺应

人民群众对公共安全、司法公正、权

益保障的新期待为效果导向，统筹

推动理念、制度、机制、措施的创新，

各项工作成绩斐然，再次获得“全省

平安建设先进省辖市”称号，被中宣

部、司法部和全国普法办联合命名

为“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先进城市”，

在省委政法委3次“月讲评”中均位
居全省前6名。

【现场直击】

联动融合，实施
开放共治

近段时间，在市中心城区七个

路口安装的非机动车闯红灯自动抓

拍系统，在社会各界赢得广泛称赞。

据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工作人员

介绍，安装非机动车闯红灯自动抓

拍系统，旨在曝光交通违法，促进文

明出行。该系统由摄像头和LED屏
组成，摄像头安装在斑马线两端的

行人交通信号灯上，可根据信号灯

的信息自动捕捉行人或非机动车闯

红灯信息，并抓拍、识别、发送、显示

到大屏幕上。

对此，各界群众交口称赞：“抓

拍系统上岗后，行人和非机动车闯

红灯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大家的安

全意识和城市的文明程度同步提

升，开放共治的社会化、法治化、

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显著提高，影

响深远。”

深化法治思维，创新实践路

径，筑牢发展保障，2016年，我市
将法治引领的精神内涵落实、落

细，全市平安建设工作驶入提质时

代的快车道。

【全景纵览】

立体防控，增进
民生福祉

2016年，我市站在更高的起点，

致力于打造一个根基更牢、水平更

高、人民群众有更多“安全感”、“获

得感”的平安南阳。

2016年，我市各级政法机关打
防结合，开展各类专项整治行动，切

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

年度平安建设安全感满意度调查

中，我市公众安全感指数、政法机关

群众满意率，创历史最好成绩。

面对 2016年经济下行压力加
大、各类风险隐患增多、反恐斗争日

益复杂、维稳任务艰巨繁重的严峻

挑战，全市政法战线持续推进平安

南阳、法治南阳、过硬队伍三大建

设，有效整合资源力量，构建起覆盖

各方面、各领域的一体化工作机制，

聚力聚智，多方联动，形成责任共

担、基础共建、平安共创、成果共享

的强大合力。

全面落实“防范、团结、服务、管

理、处置”十字方针， （下转B2版）

蜜2016全市民生亮点回眸⑩

提质平安保障 护航幸福未来

本报讯（记者陈丹丹）1月11
日上午，市媒体健康教育传播能力

培训班开班，来自全市各新闻单

位、各县区的100余名媒体代表参
加了培训。

培训会上，河南省健康教育与

慢病防治所两位健康巡讲专家分

别以“健康中国 健康中原”和“健

康与健康教育”为主题，不仅在宏

观上对健康中国和健康中原的宏

伟蓝图进行了详细阐述，同时又从

微观上对如何防范常见疾病，如何

提高居民的健康素养进行了讲解

和指导。

培训结束后，很多新闻工作

者表示，两位专家对健康传播工

作理解深刻，见解独到，使大家

对健康科普、健康教育传播工

作有了全面、准确的认识和理

解，对今后的工作中，如何确

保健康信息传播的科学性、权

威性，正确引导广大人民群众

获取健康知识有积极重要的指

导作用。⑥3

开展健康教育传播能力培训

本报讯 （记者王笑荷 通讯员

江宛霞）为了让青年志愿者更好服

务春运旅客，1月11日，团市委、郑
铁南阳车务段团委共同对参加铁路

春运“暖冬行动”的青年志愿者进行

培训。

春运“暖冬行动”志愿服务的时

间为 2017年 1月 13日至 2月 21
日，主要面向春运旅客的普遍性需

求和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群体，

依托火车站，为旅客提供引导咨询、

秩序维护、重点帮扶等服务。

车务段相关负责人就春运志愿

服务的时间要求、服务规范、注意事

项等内容进行了专题培训，结合历

年春运志愿服务中的部分突发状况

及处理案例进行了分析。团市委工

作人员介绍了手机APP软件“志愿
汇”的操作方法，嘱咐志愿者们要注

意沟通技巧，优化服务水平。志愿

者们先后到站前广场和候车厅，提

前熟悉服务岗位和工作环境，为下

一步的志愿服务工作做好了充分准

备。⑥3

培训志愿者 温暖回家路
南阳市普法艺术团走进淅川演出 通讯员 高崭 摄

为保障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

人身、财产安全，有效防治噪声和大

气污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

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

管理处罚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

例》等法律、法规，市政府决定中心

城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现将有关

事项通告如下：

一、中心城区建成区域(127平
方公里)内，农历腊月二十二至次年
正月十六期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其他时间婚丧嫁娶需要燃放的，应在

指定地点并符合相关要求的设施内

燃放。根据天气监测预警和分析研

判结果，启动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或

轻中度污染天气管控措施时，禁止一

切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

二、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内，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生产、运输、

经营、储存、燃放、邮寄烟花爆竹，禁

止在托运行李、包裹、邮件中夹带烟

花爆竹，禁止携带烟花爆竹搭乘公

共交通工具。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

域内已取得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和个

人，限期搬离。

三、公安、安全生产监督、城市

管理、工商行政、环境保护、质量技

术监督、商务、交通运输等部门，要

严格履行工作职责，按照《烟花爆竹

安全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依法查

处违法违规生产、运输、经营、储存、

燃放、邮寄、携带、夹带烟花爆竹的

行为。

四、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内

的区人民政府、管理委员会及其有

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要将烟花爆竹禁放工作纳入网

格化管理，开展禁放烟花爆竹宣传

活动，教育、引导和督促本辖区内的

单位和个人遵守本通告。机关、团

体、企业事业单位和社区居民委员

会、村民委员会及物业服务企业、网

格员，要做好本单位、本辖区烟花爆

竹禁放工作。

五、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

体及各类学校，要做好禁止燃放烟

花爆竹的宣传、教育工作。未成年

人的监护人应当对未成年人进行禁

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教育，制止未成

年人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内燃

放烟花爆竹。未成年人燃放烟花爆

竹的，由市、区公安机关责令其监护

人严加管教；造成国家、集体或他人

人身财产损害的，由其监护人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

六、公安、安全生产监督、城市

管理、工商行政、环境保护、质量技

术监督、商务、交通运输等部门的工

作人员，在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工作

中不依法履行职责、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徇私舞弊的，依照相关法律法

规由所在单位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

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合法权益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七、对违反本通告的行为，任何

单位和个人均有权举报。对打击报

复举报人的，由公安机关依照相关

法律法规予以查处。

八、其他县(区)禁止燃放烟花爆
竹的时间、地点、种类，由县(区)人民
政府(管理委员会)确定并公布。

本通告自2017年1月l日起施
行。累累累3

2016年12月8日

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中心城区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

〔2016〕10号

南阳市眼科医院医讯

发挥公立医院优势 呵护患者眼睛健康

寒假期间，市眼科医院将定期

（周六、周日）邀请北京同仁医院知

名屈光手术专家张凤菊、翟长斌教

授来院，为近视患者做鹰视飞秒

“U视”全激光个性化准分子手术，

满足近视青年参军、招警、升学、务

工等摘镜需求。

鹰视飞秒“U视”全激光个性化
准分子手术以其“个性化、精准化、

安全化、快捷化及术后视觉质量更

好”的特质，受到屈光手术专家的高

度认可，敬请近视患者提前预约。

手术预约热线：63225555

咨询电话：63268661

63225555

地址：市梅溪路与中州路交叉

口向北600米 累累累7

本报记者 扈玲 通讯员 高新海

2017年春运从1月13日起至2
月21日结束。据预测，今年春运期
间我市道路客运量将达1920万人
次。市运管部门紧紧围绕创建“便

捷春运、温馨春运、平安春运、诚信

春运”的目标宗旨，结合春运新特点

新要求，切实加大对春运运输组织

和安全生产的指导、监督力度，确保

春运工作顺利进行。

创建便捷春运。全面分析预测

客流流量流向，优化运输组织，科学

调整班次密度，重点组织好火车站、

机场、企业、学校等旅客较为集中地

点的客运工作。加强与气象、公安、

铁路、民航等部门的沟通，及时了解

春运期间气象、道路管制和运输动

态信息，储备150辆客车作为客运
应急运力，同时把出租车、公交车服

务春运的安排列入应急预案、方案，

提高“最先和最后一公里”出行效

率，更好地满足旅客个性化、多样化

出行需求。

创建温馨春运。组织开展情满

旅途活动，全市与铁路枢纽相衔接

的二级以上客运站候车室24小时开
放，配齐和使用各项服务设备，确保

旅客在客运站不受冻、不挨饿；改进

售票服务，增加售票窗口，延长售票

时间；采取送票上门、站场前移，前往

农民工集中的企业、工矿区开展点对

点、门到门的贴心服务，确保旅客走

得了、走得好、走得安全、走得舒心。

创建平安春运。强化企业主体

责任，从企业管理、车辆、从业人员

等多环节入手，加强安全监管。集

中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治行动，

严格执行长途客车凌晨2点至5点
停车休息或实施接驳运输制度，严

格落实“双实名”制度。

创建诚信春运。联合公安交警

部门加大对客运站的源头监督、巡

查力度，依法严查违法违规经营行

为；严厉打击非法营运和哄抬运价

行为，特别落实好儿童乘车的运价

政策；坚决执行车辆违规违章经营

行为与企业质量信誉考核挂钩制

度，形成运管部门与运输企业齐抓

共管的联动机制。累累累3

创建“四个春运”保障乘客出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