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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双创双建”再出发 幸福南阳启新程
创全国文明城市 创国家森林城市 建全国健康城市 建世界月季名城

建设全国健康城市，要突出医

圣故里张仲景品牌特色，以建设

“仲景健康城”为载体，以建设全国

健康养生之都为目标，打响“中医

圣地、养生之城”品牌，形成“一核、

三园、多支点”的空间布局，以中心

城区健康核心区为统领，建设医圣

祠健康文化园、示范区健康产业

园、紫山健康养生园，形成辐射延

伸各县（市、区）为支点的健康服务

体系。到2020年，各项相关指标稳
定达标提升。

◆加强生态建设和保护。持
续抓好丹江口、鸭河口库区等重点

区域水土保持工作；对各县（市、

区）水源地及内河等进行生态修复

和景观美化。

◆加大水污染治理力度。到
2020年，全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
质达到或优于 I类比例总体高于
96%。

◆加强大气污染综合治理。
确保全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

70%以上，重污染天气比例下降
50%。

◆深入开展城乡环境整治和
管理。加大城乡接合部、老旧小区、

背街小巷等环境卫生治理力度；实

施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

◆广泛开展卫生城镇创建活
动。到2020年，国家卫生乡镇（县
城）数量提高到全市乡镇（县城）总

数的10%。
◆深入推进“平安南阳”建

设。深化安全生产综合整治监管；

健全地震、气象等突发事件预警和

应急处置机制；实现公共安全视频

监控全覆盖；强化网上舆情监控。

◆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
完善城乡居民大病医疗保险制度；

完善救助体系；继续实施保障性安

居工程。

◆促进教育事业全面健康发
展。全市中小学校将健康教育纳

入教学计划，确保学生每天不少于

1小时的体育锻炼时间；实施积极
心理健康教育。

◆保障食品药品安全。严格
食品安全标准；规范药品研制生产

流通和使用；加大农村食品药品安

全治理力度。

◆加强医疗机构建设。加快
推进市中心医院等7个市级综合医
院的迁扩建，市口腔医院等2个专

科医院迁建拓展；完善县级正在建

设的5个县医院、5个中医院。
◆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鼓

励社会力量创办中医医疗机构；建

设中医药人才培养交流基地和中

医药研发基地；继续办好张仲景医

药文化节及仲景论坛。

◆建设区域性医疗高地。打
造一批名医、名院、名科；鼓励社会

力量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参与

公立医院改制重组；建设省际区域

性医疗中心。

◆强化疾病预防控制。提高
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规范管理

率；加强儿童预防接种信息化管

理；健全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公共场
所控烟；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推

动单位体育场馆向社会公众开放；

打造城市社区15分钟健身圈。
◆促进妇女儿童健康。加强

婚前保健、孕产期保健、儿童早期

干预治疗等综合防治；加强妇女宫

颈癌和乳腺癌筛查服务。

◆加强精神卫生服务。提高
居民心理卫生知识知晓率；加强严

重精神障碍患者的康复和管理；关

爱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失独家庭。

◆全面普及健康知识。重点

宣传慢性病和传染病防控、急救与

安全等技能；推进“健康素养大讲

堂”等教育活动。

◆加快发展健康养老服务
业。完善公办养老机构健康服务

职能；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健康养老

服务机构；促进中医药与养老服务

融合结合。

◆加快发展体育产业。加强公
共体育设施的建设；大力发展健身

休闲市场；积极推广太极拳、八段

锦、五禽戏等传统健身养生功法。

◆建设中原地区重要的健康
养生旅游目的地。大力发展中医

朝圣体验游、中药健康观光游、健

康养生游。

◆拉长生命健康产业链条。
培育壮大南阳传统中医药品牌；加

强道地药材研究；促进食品、化妆

品、健康产品开发应用。⑥3
（本报记者）

建设全国健康城市 打造养生宜居之城

市第三十一小利

用楼梯间、走廊设置漂

流站，存放课外图书供

师生们阅览，营造书香

校园氛围 ⑥4
本报记者 崔培林 摄

□田巍

三月春风浩荡，互助传递馨

香。

雷锋精神已经成为民族精神

的重要组成部分，志愿服务是雷锋

精神的发展和延续，是社会成员实

现价值、奉献社会的有效形式，希

望更多的人积极投身其中，展现风

采，用智慧服务社会，用行动传播

爱心，营造传递友爱、共襄善举、守

望相助的良好社会风尚。

践行雷锋精神，争做志愿服务

活动的倡导者。

作为有担当有抱负的社会一

员，特别是青年朋友，更要大力弘

扬雷锋精神，广泛宣传“奉献、友

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带动

身边更多人加入到学雷锋的行列

之中，壮大志愿者队伍，传承志愿

服务理念，特别是要立足本职岗

位，发挥特长优势，在科技、文化、

法律、医疗等领域，普及科学知识，

传播先进文化，实施法律援助，推

动志愿服务活动在新的历史时期

实现新发展。

践行雷锋精神，争做志愿服务

活动的践行者。

我们不仅要立足本职工作，大

力弘扬爱岗敬业、诚实守信、甘于

奉献的职业精神，把雷锋精神融入

工作和学习中，更要融入文明城区

的创建中。在日常生活中密切关

注社会公益事业，身体力行，积极

参与邻里守望、交通劝导、环境保

护、医疗保健、扶贫助困等志愿服

务活动，在志愿服务活动中传播文

明，传递爱心。

践行雷锋精神，争做志愿服务

活动的推动者。

希望更多的人能从身边做起，

从点滴做起，常为义善之举，常行有

益之事，使志愿服务活动更加具体

化、生活化，使雷锋精神渗透到生活

的方方面面，用志愿服务的方式积

极参与全市的“双创双建”工作。

我们相信，在志愿服务活动蓬

勃开展、志愿服务精神蔚然成风的

大潮中，我市会涌现出更多志愿服

务活动的“排头兵”、“领航员”！⑥4

春天里，志愿服务“约起”！

本报记者 曾庆芳

杨柳吐翠，玉兰绽新，一派春

意盎然的悦人景象。3月13日，市
老干部大学迎来了2018年春季学
期开学日。

校园内晨光明媚，教室前身影

匆忙。上午8时，学员们三五成群、
有说有笑地走进校礼堂，参加开学

典礼暨市直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

记培训会。活动正式开始前，学员

代表登台为大家演唱豫剧名段，婉

转优美的唱腔、细腻精彩的表演，

令现场观众如痴如醉，连连喝彩。

新学期就在这一片欢声笑语中拉

开了帷幕。

新知识孕育新希望，新课程

承载新梦想。作为新学员，来自

卧龙区光武街道中兴社区的金叶

枝和曾兆芳早早地赶到学校熟悉

环境。“年轻时没条件学习舞蹈和

绘画，只能把爱好埋在心底，退

休后竟然有机会进行系统学习，

着实令人振奋。”采访中，两人激

动地说，感谢市老干部大学提供

这样一个平台，满足老年朋友

“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内心

需求。

市老干部大学副校长刘振山

介绍，2018年春季，学校共开设55
个班级、34门课程，报名学员达
4000余人，创历史新高。学校今年
还引进了老年大学管理系统，采用

在线报名、现场缴费的方式，大大

提高了工作效率。“3月6日早上8
点报名系统开放后，一个小时之内

某些班级就已报满，舞蹈、模特、瑜

伽等一些热门课程都是‘一座难

求’，第一天在线报名者已达1700
多人。”刘振山说。

作为校园里的“老面孔”，88岁
的王丽娜老人自1989年退休后，一

直在市老干部大学学习，先后选修

了绘画、书法及太极拳等课程。她

表示，在学校可以学习新知识，结

交新朋友，让她的晚年生活变得丰

富多彩、健康向上。

当天，市老干部大学还邀请南

阳理工学院教授葛晨光，为广大学

员奉上一堂题为《心态与人生》的

党课。老人们仔细聆听，认真记

录，纷纷表示要学习贯彻好党的十

九大精神，做到入脑入心、知行合

一，以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度过老

年生活，为经济社会发展奉献余

热。⑥2

老当益壮学为先 桑榆未晚霞满天
——市老干部大学春期开学日侧记

坚决打赢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

为持续打好打赢环境污染防

治攻坚战，进一步改善环境空气质

量，经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

小组研究，决定在市中心城区（高

速环线以内）实行大气管理“十禁

止”：

1.禁止“六全”措施和“三员”
管理制度未落实到位的各类建设

工地开工建设。

2.禁止未覆盖或覆盖不到位、
未安装GPS定位系统的渣土、建筑
垃圾运输车辆违规上路。

3.禁止过境重型货车入市，一
律绕行雪枫路、信臣路、长江北路、

北京路和环城高速；禁止大中型货

运车辆7:00至21：00入市内；禁止
客、货黑烟车辆在中心城区道路通

行。

4.禁止生产、存储、运输、销

售、燃放烟花爆竹。

5.禁止露天焚烧秸秆、垃圾及
露天烧烤。

6.禁止存储、运输、销售、使用
散煤行为。

7.禁止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
或设施不正常使用的餐饮饭店营

业。

8.禁止未安装油气回收设施
或设施不正常运行的加油站运营；

禁止未安装废气净化设施或设施

不正常运行的汽车4S店、汽修店
运营。

9.禁止未覆盖或覆盖不完全
的建筑垃圾、沙石堆、物料堆露天

堆放。

10.禁止未落实全封闭防尘措
施的商砼站和石材加工企业生产

运营。⑥2

2018年市中心城区
大气管理“十禁止”

本报讯 （记者扈玲 陈杰超

通讯员高新海）2018年，全年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完成投资93.7
亿元，这将是我市交通行业完成年

度投资最高的一年。

去年，全市交通运输基础设施

建设计划投资55.6亿元，实际完成
64.36亿元，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顺利推进，为全市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2018年，全市交通运输行业将
全力推进重点交通项目建设，提升

交通运输保障能力，规范交通运输

执法，努力建设人民满意交通。

加快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全年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计划

完成投资93.7亿元。全力推进20
个重点交通项目建设，重抓重推列

入市九大专项的12个市级重点项目

和5个列入省级重点项目的建设。
高速公路建设将再掀新高

潮。计划完成投资63.9亿元，强力
推进周南、栾西和西十3条在建高
速项目建设。方枣高速方城至唐

河段力争上半年开工建设，西十高

速淅川马蹬至省界段和南阳至渠

首两条高速，争取年内开工建设。

推进方枣高速方城北至市界段和

桐柏至邓州高速公路的前期工作，

争取方城至西峡、栾川至内乡、镇

平至西峡、邓州至淅川4条高速进
入省高速公路网规划。

普通干线公路计划完成投资

14.88亿元，全年推进建设项目12
个。强力推进高铁站快速通道、中

心城区外环路东环路两个高铁站配

套控制性工程项目建设，确保2019
年6月前建成通车。 （下转B2版）

全市交通运输行业——

项目建设掀高潮
持续发力惠民生

本报讯 （记者赵勇）3月 13
日，记者从市物价部门获悉，我市

13家单位获得2017年“价格诚信
单位”称号。

为进一步加强诚信建设，增强

社会诚信意识，引导广大经营者自

觉履行法定义务和社会责任，营造

公平公正、诚信经营的社会环境，本

着因地制宜、典型引领、创新求实的

原则，市物价办在全市积极开展价

格诚信企业、市场、商户创建活动。

获得“价格诚信单位”称号的

单位有：隆泰大药房世纪龙店、隆

泰大药房丰源店、隆泰大药房中心

医院店、南阳宏龙商贸有限责任公

司、西峡县家家乐购物广场人民

店、南阳市东湖大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方城县仁和物业、南阳市天平

二手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丹阳宾

馆、丹江国际酒店、南召妇幼保健

院、南召中等职业学校、宛运公司

新野汽车站。⑥2

13家单位
获“价格诚信单位”称号

本报讯 （记者洪塔）“换位体

验，城管这个工作还真不容易。”3
月13日，高新区城管监察大队邀
请辖区违规流动商贩参与城市管

理工作结束后，一位体验者深有感

触地说。

随着全市“双创双建”工作的

不断开展，为了让更多商户通过亲

身体验参与城市管理、理解城管工

作，高新区城管监察大队邀请辖区

违规流动商贩参与城市管理，以换

位角度劝离流动摊点同行，体会城

管工作，认同城市秩序需要大家的

支持和维护。

3月13日下午，在城区南新路

上，流动摊点商户张明佩戴志愿者

袖标，跟随城管队员近距离接触、

了解城管执法的工作。开始劝离

一位占道经营摊点，他清了清嗓

子，走上前去，“大妈，这里是不能

占道经营的，招呼三次以上不听，

就要罚款哦！”

经过两个小时的跟班作业，张

明由小声不敢说到大方主动去劝

离占道摊贩，在这样的过程中，他

体会到城市管理的不易，一再向队

员们表示：“占道者确实影响了城

市形象，而且看到对方一直不听劝

告，心里也烦，理解了平时城管的

执法难。”⑥4

体验城管执法
共建城市文明

诚信·企业

“双创双建”·视点

书香校园

“双创双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