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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双创”活动 建设大美南阳

本报记者 石张楠

实 习 生 李佳津 通讯员 靖安猛

3月10日早上7:23，数字化城
管信息采集员邢超海像往常一

样，早早到自己的责任网格，拿

出“城管通”，对高新区信臣路与

仲景路交叉口一家门店设置不合

理的户外广告问题进行采集上

报……这是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监

督指挥中心工作人员的一个缩

影。该部门成立以来，推进了城

市管理资源优化整合，高效率解决

各种民生问题。

责任网格化 有图有真相

市数字化城管中心共监管中

心城区 147平方公里内的 74个责
任网格，信息采集监督员每天在划

分的工作网格内不间断巡查14个
小时，一旦发现问题，第一时间使

用“城管通”进行GPS定位和拍照取
证，并发送到系统平台，确保发现

问题的及时性、准确性。

对于非法小广告、散落垃圾、

垃圾桶倒伏、井盖轻微移位等简易

事件，信息采集监督员主动自行处

置，节约城市管理成本。为更好服

务群众，市数字化城管中心24小时
服务热线12319全天候接听群众反
映的城市管理问题，做到详细记

录、核查落实、立案派遣、回复反

馈，使每一条群众来电都“件件有

结果，事事要圆满”。

责任制度化 确权加督办

数字化城管是构建“大城管”

格局的重要抓手,是创建国家卫生
城市、全国文明城市的必要条件

和建设智慧城市的重要组成部

分。市数字城管监督指挥中心已

与卧龙、宛城、高新、市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四区政府（管委会）和市

规划、住建、城管、公安、交通等20
个市直单位以及供电、燃气、联

通、供水等 15个专业单位实现互
联互通。对街头存在的窨井盖损

坏、路灯不亮、垃圾乱堆放、报刊

亭不洁、通信线路不规整、道路破

损等这些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

细节和末端小事，数字化城管按

照责任单位的不同职责，实时在

线派遣，监督责任单位对存在的

问题限时处置完成，对推诿扯皮、

无人处置、日常多次受理的案件

现场协调重点督办，解决一件是

一件，切实为百姓创造宜居宜业

的环境。

民生无小事 件件记心间

我市数字化城管围绕“热线及

时接通、信息及时采集、任务及时

派遣、问题及时解决”环节，从百姓

关心的公共设施、市容环境、街面

秩序、突发事件、施工管理、宣传广

告等方面入手，用12319热线担当
群众信赖的“顺风耳”，用信息采集

监督员作为发现问题的“千里

眼”、用责任单位职责清单作为协

调解决问题的“指挥棒”，逐步推

动城市管理向网格化、精细化、

科学化、规范化迈进。2016年市
级数字化城管平台共收到问题数

237785件，整改结案 206302件，
问题结案率已由年初的48.56%提
高到年底的95.36%，管理效率明
显提高，为建设大美南阳作出了

应有贡献。⑥3

数字化城市管理—

件件关民生 事事连民心

六、吸烟及二手烟暴露均严

重危害健康，即使吸入少量烟草

烟雾也会对人体造成危害。

七、二手烟暴露没有安全水

平，室内完全禁止吸烟是避免危

害的唯一有效方法。

八、在室内设置吸烟区（室）、

安装通风换气设施等均不能避免

二手烟暴露的危害。

九、不存在无害的烟草制品，

只要吸烟即有害健康。

十、“低焦油卷烟”、“中草药

卷烟”不能降低吸烟带来的危害，

反而容易诱导吸烟，影响吸烟者

戒烟。

十一、吸烟可以导致多种恶

性肿瘤，包括肺癌、口腔癌、鼻咽

部恶性肿瘤、喉癌、食管癌、胃癌、

肝癌、胰腺癌、肾癌、膀胱癌、宫颈

癌、结肠直肠癌、乳腺癌和急性白

血病等。

十二、吸烟可以导致慢性阻

塞性肺疾病（慢阻肺）、青少年哮

喘，增加呼吸道感染的发病风险。

十三、吸烟可以增加患肺结

核和死亡的风险。

十四、吸烟可以导致冠心病、

脑卒中和外周动脉疾病。

十五、男性吸烟可以导致勃

起功能障碍。累累累6

白墙、黛瓦、红灯笼……滨河路与独山大道交叉口处一片错落有致的徽派建筑成了市城区一道靓丽的风景累累累1 本报记者 阎亚平 摄

□田巍

近日笔者在人民路北段乘坐

公交车，看到一个年轻人上车前顺

手把脏纸巾和瓜子壳等扔在地上，

候车的人们面面相觑。笔者还发

现，一些学校门口每天放学后满地

宣传单，许多家长出校门口拿了宣

传单觉得没什么用，就随手扔掉，

造成满地纸屑。

城市环境需要劳动者的维护，

更需要文明者的珍视。每一位居

民既是整洁环境的分享者，也是维

护者，最起码应该尊重那些为维护

环境付出心血人们的劳动成果，改

掉随手丢垃圾的坏习惯。特别是

家长朋友，你丢的不单只是垃圾，

丢的还是个人的形象和素养。请

珍惜清洁工人的劳动，请珍惜你在

孩子心中的形象！

南阳的“双创”活动已经持续开

展了几年，各相关部门和单位特别是

基层社区干部、保洁员等群体，为双

创牺牲了节假日，付出了辛劳和汗

水。我们身边，不珍惜他人劳动成果

的现象也不鲜见，事不关己，漠然视

之；废纸垃圾，从容扔之；吐痰抽烟，

公然行之。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

会文明、公共道德中的缺陷和遗憾。

珍惜劳动者的劳动成果，是对

劳动者最大的尊重，而尊重他人的

劳动成果，也是自身文明素质的重

要体现。城市的文明和谐和整洁

卫生，需要每个劳动者、每个居民

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维护、共

同珍视。别让脏乱差影响城市的

形象，别让没素质成为你我的别

名！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留城市

一道靓丽风景！累累累3

尊重他人劳动 珍惜“双创”成果

本报记者 段平 实习生 李佳津

支 持 综 合 医 院 创 建 “ 仲 景

苑”，鼓励中医医院开展医养结

合，高标准筹建中医药产业园

区……3月13日，记者从市中医药
管理局获悉，2017年，我市将以建
设中医药名市强市为目标，以发展

为主题，以提升为主线，将中医药

全面融入大健康、大卫生和全市经

济社会发展战略之中，为实现“中

医圣地、颐养宝地、健康南阳”目

标作出积极贡献。

健康服务更广泛

今年，我市将大力推进国家中

医药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建立和

完善符合中医特点的医保支付制度

和补偿机制；促进中医类特色提升、

人才培育、杏林寻宝、服务贸易、服

务拓展工程；参与健康园区中医药

项目建设，积极推进张仲景医药文

化旅游产业集聚区、海王现代中医

药科技园区、国医仲景艾草产业

园、生命健康产业园中医药项目的

规划设计、建设实施，高标准、高

层次筹划张仲景博物馆主体展馆的

规划建设。

继续完成创建全国中医药先进

单位任务，确保唐河、淅川、西峡、新

野、南召、镇平、社旗等7个县成功
创建国家基层中医药先进单位，桐

柏、内乡将积极创建省级中医药先

进单位，卧龙、宛城、方城三县区要

巩固创建成果；

拓展中医药健康服务，支持综

合医院创建“仲景苑”，推进县区妇

幼保健院（站）、疾控中心开展中医

药服务；鼓励中医医院开展医养结

合、医养融合发展，培育推进以中医

药健康服务为主题的旅游线路和旅

游产品；规范中医机构“治未病”，支

持社会养生保健机构发展。

中医诊疗更高端

2017年，基础设施提升工程、
中医医疗水平与质量提升工程和中

医药人才队伍提升工程将不断加

强。根据《南阳市生命健康产业发

展行动计划 （2015～2020）》，创
新发展高端医疗技术服务模式，争

取进入省级区域中医医疗中心建设

规划笼子，为建设区域性“医疗高

地”打下基础；支持校企、校院合

作开展中医优势病种临床研究、中

药道地品种品质研究；争取培育创

建一批国家级、省级重点 （特色）

专科，做好市级重点专科建设；加

强高层次人才培养，办好仲景书

院，注重基层人才培养，推进中医

类别全科医生培养和中医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

中医养生惠民众

我市将持续做好仲景文化提升

工程和中药材产业提升工程。大力

弘扬仲景学术，打造以仲景文化为

核心的南阳中医药文化体系；精心

筹办第十三届张仲景医药文化节、

仲景论坛、仲景书院，支持仲景宛西

打造仲景大健康产业；整理保护中

医药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典

籍；持续推进中医药文化科学普及，

全系统普及开展“八段锦”养生健身

操推广活动，开办中医健康大讲堂，

开展中医文化墙建设；持续推进南

阳市中药材示范基地创建活动，力

争2017年验收命名3～5个中药材
示范基地，推进艾草产业园、品牌注

册等资源整合，启动南阳道地中药

材品质评价研究项目。累累累2

拓展中医药健康服务 叫响仲景文化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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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裴建敏 通讯员

朱振华）自“双创”工作开展以来，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提出举全区

之力，聚全民之智，创建国家卫生

城市和全国文明城市，辖区面貌焕

然一新，居民素质进一步提升。

该区通过督查“双创”工作，查

找出公益广告破损、垃圾桶配备数

量不足、村（社区）宣传氛围营造不

浓厚、非机动车占道、交通拥堵等问

题462件。目前，公益广告破损已
经修复57处，垃圾桶配备102个，
新增宣传展板500个。改造提升亮
化了嵩山路、华山路、泰山路等6条
道路两侧的人行道，铺设了生态彩

砖、规划了停车位、种植了景观树，

为白河大道新增300个停车位，有
效缓解了停车难。⑥3

强化督查指导 提升“双创”工作

本报讯 （特约记者高峰）日

前，卧龙区城管监察大队掀起市容

环境综合整治高潮，加大执法力

度，全天候、全方位、全覆盖对辖区

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出现的店外经

营、流动摊点、噪音污染、乱搭乱

建、违规促销、乱贴乱画等“十乱”

现象进行强力整治，辖区市容状况

得到有效提升。

从3月1日综合整治行动开展
至今，卧龙区城管监察大队共清理

店外经营900余家，取缔流动摊点
600余起，清除破损对联、贴画
3700余处，证据保全三轮车、电动
车22辆以及其他商品、工具140余
件，清理杂物15车。⑥3

开展综合整治 清理城市乱象

本报讯 （通讯员王丛）为大

力倡导文明交通理念，营造安全

畅通、文明和谐的道路交通环

境。近日，卧龙区七一街道开展志

愿服务，引导居民规范停放非机动

车辆。

该街道对辖区内10条主干道
老旧、不清晰的非机动车停放线

进行补划，对不合理的进行重新

规划、合理添加，共增补非机动

车线200余处。街道安排150名志
愿者合理分布到各路段开展规范

停车志愿服务，志愿者们采用文

明劝导、帮助摆放的方式，按照

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标志，积极引

导车主正确停车，督促乱停乱放

的车主及时正确停放，对乱停乱

放的车辆，志愿者帮助其摆放到

停车位。

街道通过开展此次志愿服务

活动，希望能够带动大部分人养

成文明停车的习惯，提升辖区居

民的文明素质，增强城市的文明

程度。⑥3

规范车辆停放 倡导文明交通

本报讯（通讯员秦广银 苏振东）

日前，卧龙区王村乡组织人员对312
国道王村段7.4公里道路沿线两侧
门店招牌进行“五统一”规范，重塑

王村集镇整齐划一的外部形象。

312国道王村段商户部分门店
招牌年久失修，出现颜色褪色、老

旧破损现象，且大小高低不一，严

重影响了集镇的镇容镇貌。为进

一步规范沿线门店招牌，王村乡近

期组织实施门店招牌五统一，即统

一材质、规格、尺寸、颜色、字体，达

到整齐划一、美观大方。据统计，

王村国道沿线共有505家门店招
牌需要更换，面积达1.4万平方米，
墙体门面粉刷面积2.1万平方米。
该乡充分发挥沿线各村老干部、老

党员的积极作用，争取商户的支持

配合，截至目前，已拆除旧招牌

9000平方米。⑥3

规范门店招牌 扮靓集镇形象

本报讯（特约记者刘理政 通

讯员王庆）日前，镇平县大气污染

防治办和环保局等相关人员到施

工工地、堆场、废弃物焚烧地等进

行督导，就扬尘治理工作进行安排

部署。

督察组每到一处，都要求相

关单位和企业进一步提高认识，

明确工作任务，落实好建筑工地

“六个百分之百”的工作标准，即

施工工地周边100%围挡，物料堆
放100%覆盖，出入车辆100%冲

洗，施工现场地面100%硬化，拆
迁工地100%湿法作业，渣土车辆
100%密闭运输。明确要求对扬尘
管控措施落实不到位的工地要依

法顶格处罚，立即停产整改，待

扬尘管控措施全面落实到位，方

可开工。同时，全县进一步强化

日常监督检查，形成长效机制，

把绿化、覆盖、湿法作业等措施

落实到各个时段和环节，责任到

人，严管重罚，确保把各项治污

措施落到实处。累累累2

加强扬尘治理 打造洁净环境

普及卫生知识 提升健康素养
控烟健康教育专题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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