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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

限行首日居民和车主表示支持

百余车辆闯禁行受罚 南阳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督查通报

本报记者 苏中 特约记者 张晓东

多名警力，对违反限行的驾驶员进行
劝导、警告。
1
2月 6日，是我市中心城区实施
6日上午 9时，记者到市城区中
机动车限行交通管理措施的首日，当 州路与人民路交叉口，这个往日经常
天限行的是车牌尾号为 3和 8的车 发生交通拥堵的路口，通行的车辆明
辆。限行后的交通状况如何，记者走 显少了，道路畅通无阻。在路口，市
上街头进行了采访。
交通管理支队一大队中队长沙振宇
为了做好限行的宣传提示工作， 带领同志们对违反限行的车辆进行
市交通管理支队连夜制作了一批交 纠章。 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有 7辆
通安全提示标牌，一大早，在入市口 违反限行的车辆被交警拦下，执勤民
和 城 区 路 口 都 能 看 到 这 样 的 提 示 警均对其进行了教育和警告处罚。
牌。对于首日违反限行规定的车辆， 记者随后到人民路与新华路交叉口，
交警部门以人性化执法为导向，首次 站在天桥上，往日车水马龙的场景也
违反限行规定的，交警将对驾驶员进 看不到了。路口执勤的民警肖强告
行警告，不予罚款、记分。对首次违 诉记者，多数驾驶员都知道今天开始
反后再次违反的驾驶员交警视情况 限行，大家都很理解和支持，违反禁
进行处罚。据悉，限行首日，交警部 行的司机在交警的教育下，也都把车
门设置了 50多个执勤岗位，出动 100 辆驶离禁行区域。记者采访了几位

违反限行规定的司机，他们称“不知
道限行这个事”，并表示以后不会再
犯。同时，也采访了几位在场的群
众，他们对我市的限行规定表示理
解，说限行后，车辆少了，污染也少
了，路也好走了。
中午 12点左右，在七一路等公交
车的王女士告诉记者，今天正好是她
的车牌限行，所以就坐公交车上下班
了。王女士告诉记者，治理好雾霾，
重新获得蓝天白云，受益的是全体南
阳人。相对于全体民众的健康，一个
星期有一天不能开车又算得了什么。
据交管部门统计，当天通过民警
现场查处和电子警察监控抓拍系统，
有 100多辆车违反规定闯禁行。下
一步，交管部门将对闯禁行车辆处以
1
0
0元罚款并记 3分的处罚。 ⑥4

中原文化大舞台演出周剧目票选启动—

参与挑选过戏瘾

本报讯 （记者韩冰）12月 18日
～12月 22日，
“ 庆祝十九大，讴歌新时
代”中原文化大舞台河南省曲剧艺术
保护传承中心（河南省曲剧团）演出
周活动，将在我市启动。今起至 12月
1
1日，
居民可登录专题网站或微信进
行投票，选出希望看到的心爱剧目。
河南省曲剧艺术保护传承中心

（河南省曲剧团）是河南曲剧唯一的
省级专业表演团体，素以剧目丰富、
行当齐全、队伍精良而著称，涌现出
了一大批优秀曲剧表演艺术家。该
团体排演的现代剧、传统剧、新编历
史剧多次获得国家级奖项，受到海内
外戏迷朋友的欢迎。
即日起，居民可以登录南阳网专

题网站（dwt.01ny.cn）或者扫描南阳
网微信公众号二维码关注并点击“精
彩剧目”，为自己喜欢的剧目进行投
票，每人每天可以投 1次，每次选投
～7个剧目。投票时间截止至 12月
1
1
1日 1
2
:
0
0
。届时，该中心将根据投
票选出的 7个剧目作为本次演出周
的演出剧目。 ⑥4

1
2月 5日～1
2月 6日，市环境
污染防治攻坚战督查组对市中心城
区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点管控
情况持续进行专项督查，发现多数
站点管控仍不到位，通报如下：
一、市环保局环境空气质量自
动监测站点周边存在的突出问
题。卧龙区广场南街与中州路交
叉口和城招商中心门前区域、新华
路与文化路交叉口西关文化村旧
区改造项目工地，建筑、生活垃圾
随意堆放，未及时清理覆盖；南阳
市疾控中心业务楼扩建工程，未严
格落实封土行动要求，违规进行混
凝土破碎作业。
二、瓦房庄环境空气质量自动
监测站点周边存在的突出问题。
人民路与光武路交叉口君恒世界
里 1号楼项目沙土未覆盖到位；工
业路与汉冶路交叉口塞纳城邦施
工工地大面积裸土未覆盖。
三、汉画馆环境空气质量自动
监测站点周边存在的突出问题。
三里河与梅溪河交叉口（农校院
内）河道治理工地，仍在违规施工，
现场大量裸土未覆盖；卧龙路南阳
亚龙筑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办公

楼改造项目建筑垃圾未及时清理
覆盖；紧邻卧龙路卧龙汽修厂巷道
清扫保洁不及时，积尘严重；卧龙
路与北京路交叉口向东 100米路
南，南阳群拓印务有限公司无废气
污染防治设施，违规生产；南阳市
兴远豫西商贸有限公司废气污染
防治设施不正常运行，生产车间异
味大。
四、气象站环境空气质量自动
监测站点周边存在的突出问题。
信臣路白云检测线斜对面无名家
具厂、顺发汽修厂无环评手续，仍
违规生产经营；信臣路中段与南都
路交叉口碧桂园项目施工工地未
采取全围挡，大量沙土物料未覆
盖，道路清扫保洁不到位，积尘严
重；信臣路碧桂园项目北侧广苑房
地产公司开发的项目工地正在施
工，违规开挖土方，现场基本未采
取抑尘措施，大量沙土物料未覆
盖，路面积尘严重。
五、河南省经济管理学校环境
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周边存在
的突出问题。两相路崔树平骨科
医院附近路段、高新区七里园社区
商苑路北段路面清扫保洁不到位，

约谈不力单位 推进环保攻坚
本 报 讯 （记 者 王 冰）12月 6
日，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
组办公室对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管委会进行公开约谈，通报其在大
气污染防治攻坚冲刺工作中存在
的突出问题，提出工作要求，听取
下一步工作打算。
日前，省、市环境督查组在现
场督查时发现，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一页岩砖厂变压器仍未拆除到
位；嵩山南路临街口仍未实施砌墙
封堵；城乡接合部、背街小巷道路
清扫保洁不到位，洒水不及时；城
中村垃圾随意倾倒，未及时清理覆
盖；散煤整治取缔不彻底，部分餐
饮饭店油烟净化设施未正常使
用。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
小组办公室要求市城乡一体化示

取缔黑加油站

本报讯 （记者赵勇）为持续有
效打击取缔黑加油站（点），保障合
格油品供应，维护消费者权益，巩
固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果，宛城
区采取多种手段和得力措施，对辖
区内成品油流通市场进行集中整
治 ，保 证 成 品 油 市 场 健 康 有 序
发展。
宛城区对凡未取得《成品油零

售经营批准证书》的加油站，一律
首先关停。对纳入商务部门“十二
五”、
“ 十三五”及农村加油站建设
规划的加油站，要与黑加油站区别
对待，但在未取得《成品油零售批
准经营证书》之前不得营业。对没
有《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且
未纳入商务规划的加油站采取全
部拆除、局部拆除（拆除加油机、清

关停违法企业

本报讯 （通讯员陈林波 张涛
吕曼）镇平县铁腕整治“小散乱污”
企业，至目前，该县已发放环保宣
传单 3000份，发放停水停电通知
单 12份，张贴“关停治理”标示牌
取缔“小散乱污”企业 8家。
1
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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洒水不及时，有明显积尘；河南省
经济管理学校 4号教学楼西侧区
间路、体育场西大屏幕后大量生活
垃圾随意倾倒，有露天焚烧痕迹；
河南省经济管理学校 1号实训楼
南侧沙堆无覆盖，积尘严重；河南
省经济管理学校宿舍楼工地大量
裸土、建筑垃圾覆盖不到位，场地
道路积尘严重。
另外，督查中还发现宛城区孔
明路与校场路交叉口河街王家涮
羊肉门前露天烧烤；杜诗路冯楼文
化大院处违规平整土堆作业；中州
西路完全学校违规开挖土方；独山
大道医圣祠街口处热力管网铺设
施工工地违规开挖土方且外运渣
土；长江路与南新路交叉口多辆渣
土车、重型拉沙车无覆盖，违规上
路；独山大道与孔明路交叉口多辆
渣土车违规通行。
以 上 问 题 ，各 区 政 府（管 委
会）、市直相关单位要集中专门力
量，限一日内整改到位，整改结果
于 12月 7日下午 6时前上报市环
境攻坚办。逾期不报或整改不到
位的，将严肃问责。 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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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县建立网格化管理制度，细
化、分解整治任务，责任到人；将环
保知识宣传与扶贫政策宣传相结
合，在扶贫宣传单背面印制“小散
乱污”治理等环保知识，入户开展
环保宣传，扩大宣传覆盖面，提高

范区提高认识、深刻反省，立即采
取有效措施，明确专人专班负责推
进，确保第一时间整改到位。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相关负
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提高认识，加
强监管，全力攻坚整改，把工作落
实到位，坚决遏制各类违法违规生
产经营行为，以突出成效助力全市
攻坚冲刺工作。 ⑥4
理油罐等）、关停整顿等方式予以
取缔。
宛城区政府成立联合督导检
查组，对各乡镇街道成品油市场专
项整治及打击取缔黑加油站工作
进行集中督导检查，并跟踪整改落
实情况。对工作措施不力、效果不
明显、情况较为严重的乡镇街道和
部门，采取通报批评、诫勉谈话、严
肃问责等方式追究相关单位和工
作人员的责任。对大面积、大规模
反弹的，将一查到底，追查黑加油
站的幕后黑手。 ⑥4
知晓率；协调各职能部门，组织联
合执法行动，集中开展执法整治活
动，严厉打击“小散乱污”企业违法
生产行为，切实做到断水断电、拆
除设备、吊销执照；成立督查组，对
“小散乱污”企业整治情况进行定
期督查，整治行动结束后进行复检
验收，对漏报、瞒报或整治不到位
的责任单位和人员进行严肃问
责。 ⑥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