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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李贺 通

讯员马国民 彭伟一）5月 31日上
午，由市卫计委和市爱卫会主办，

市健康教育所、市中心医院承办的

第31个“世界无烟日”宣传系列活

动在市中心医院门诊楼举行。

本次活动紧紧围绕“烟草和心

脏病”这一主题，采取展出宣传板、

发放控烟宣传资料、开展义诊服

务、免费健康教育咨询等形式，向

群众广泛传播吸烟及二手烟危害

常识，警示烟草带来的健康风险，

倡导无烟健康生活方式，创造无烟

生活环境。

市卫计委负责人说，烟草危害

是当今世界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

问题，同时又是一个社会问题。卫

生计生工作者应当发挥作用，作出

表率。市中心医院很多医生在戒

烟宣誓墙上签名，表示要为创建无

烟医院率先垂范。活动也吸引了

不少患者及家属参加，很多人表示

今后将逐步控烟。⑥2

宣传烟草危害 倡导健康生活

本报讯 （记者段平）日前，高

新区积极开展各项绿化工作，共计

投入资金1400万元，用于辖区道
路绿化提升及屋顶绿化、空间绿化

和游园建设。目前，该区重点工作

任务已基本完成。

该区雪枫路（高新区段）、南石

游园、光电游园、京西游园的绿化

提升改造已基本完成；辖区25家
屋顶绿化已完成24家；拆墙透绿
15处已全部完成；10万株月季采
购种植已完成。该区还通过多种

形式、多样景观的协调配置，打

造自然生态和谐、高新特色的公

厕绿化景观。首批7座公厕 （中
转站） 绿化即将完工，其中，信

臣路七里园公厕、两相东路公厕

进行垂直绿化和屋顶绿化建设，

并增加地面附属物绿化，重点突

出立体绿化主题，喷灌设置定时

开关，通过水泵进行水循环，达

到节约用水，生态循环的目的；

北京路麒麟路、雪枫路、经十路

等公厕 （中转站） 及北京路北头

公厕，增加花架、景亭，通过花

箱栽植攀缘植物进行立体绿化，

设置小型屋顶花园，兼顾环卫工

人休息。⑥6

加快绿化提升 扮靓辖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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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3

市中心城区大气管理“十禁止”

王子朝奔楚地被发掘后，鸭河工区抓住机遇，将鸭河口库区景点连为一体，并整修道路桥梁，完善旅游设施，促进了旅

游业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往观光游览 ⑥1 特约记者 许学智 摄波光潋滟景色秀

2018年度高、中招考试即将来
临，为了给广大考生营造一个安静

的考试和休息环境，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现就高、中招

考试期间（2018年 6月 4日～6月
26日）噪声污染管理通告如下：

一、各建筑施工单位必须严格

禁止每日22时至次日6时进行产
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建筑施工作业；

高招考试期间（6月 6日～6月 8
日）和中招考试期间（6月24日～6
月26日），考点500米范围内的所
有建筑施工一律24小时停止建筑
作业。

二、任何单位和个人禁止在城

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使

用高音广播喇叭；禁止在商业经营

活动中使用高音广播喇叭或采用

其他发出高噪声的方法招揽顾客；

禁止进行超标排放噪声的装修活

动等；城区内所有主要干道实施机

动车辆禁鸣措施。

三、文化娱乐场所的边界噪声

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

四、各县（区）及各级环境保

护、住房城乡建设、公安、城市管

理、工商行政管理、文化广电新闻

出版等部门，要根据各自职责依法

进行巡查和督查。

五、新闻媒体要做好宣传教

育，与有关职能部门联合，对各类

环境违法行为进行曝光，并跟踪报

道整改情况。

各县（区）及相关职能部门要

切实履行职责，对履职不到位的要

依法依规追究责任。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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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高中考期间
噪声污染管理工作的通告

本报记者 王鸿洋

5月31日晚，市民服务中心广
场华灯璀璨，掌声、欢笑声汇成一

片。“唱响白河”群众文化活动河南

油田专场“为美好生活加油”在这

里上演。精彩的演出吸引众多居

民前往观看。

本场演出活动由市委宣传部、

市文广新局、市文明办主办；河南

油田党委宣传部、群众工作部，南

阳电视台承办；河南福森实业集团

公司全程支持。

河南油田作为中石化成员企

业，是南阳辖区首屈一指的央企代

表，成立40多年来，始终铭记责任
使命，牢固树立“在经济领域为党

工作”理念，以坚实的脚步走出了

一条独特的油气勘探开发之路。

当晚，来自河南油田的职工精心准

备，给观众奉上了精彩的节目。

演出在歌舞《我为祖国献石

油》中拉开序幕，二胡演奏、歌舞、

诗朗诵等十多个精彩的节目展示

了河南油田人奋发向上的精神风

貌。诗朗诵《不忘初心，继续加

油》，演员们节奏统一、字正腔圆，

展示了石油人特有的美；歌舞《新

的天地》，表演者舞姿优美，表达了

为石油礼赞，为美好生活加油的愿

景。演出在歌舞《石油人的歌》中

落下帷幕。现场观众纷纷称赞，整

场演出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唱响

白河”惠民利民，已塑造成百姓喜

闻乐见的文化品牌，希望活动能够

长期开展。⑥3

唱时代奋进赞歌 为美好生活加油
—“唱响白河”群众文化活动河南油田专场速写

整场演出主题鲜明，展现了石油人的风采 本报记者 王鸿洋 摄

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 2017
年全国大气和水环境质量进一步改

善，土壤环境风险有所遏制，生态系

统格局总体稳定。

生态环境部当天举行例行新闻

发布会，发布了《2017中国生态环境
状况公报》。公报显示，去年全国

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99个
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占全部城

市数的 29.3%；PM10和 PM2.5平均
浓度同比下降。463个城市（区、县）
开展了降水监测，酸雨频率平均为

10.8%。
在水环境质量方面，全国地表

水监测国控水质断面中，优良水质

断面比例同比增加，劣五类断面比

例同比下降，大江大河干流水质稳

步改善。地下水 5100个水质监测
点位中，优良级、良好级、较好级、较

差级和极差级点位分别占 8.8%、
23.1%、1.5%、51.8%和14.8%。

我国臭氧污染呈现连片式、区

域性污染特征，主要集中在辽宁中

南部、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武汉

城市群、陕西关中地区以及成渝、珠

三角区域。从污染程度看，我国臭

氧污染以轻度为主，未发生严重

污染。

下一步，我国将加快推进光化

学监测网建设，在重点区域、重点城

市开展挥发性有机物例行监测，加

强工业园区和重点污染源挥发性有

机物排放的监督性监测，为臭氧污

染治理提供决策支撑。同时，着力

强化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重点行业、领域的治理。⑥3

我国发布2017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空气质量好转 臭氧污染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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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值初夏，位于海南省文昌市

东路镇美德村的冯平同志纪念馆绿

树成荫，在庭院中身穿戎装的冯平

全身铜像的注视下，各地游客迈入

青砖牌坊式样的大门，追思烈士往

日的风采。

冯平，1899年3月出生于海南省
文昌县。1921年，他在华侨的赞助
下考入上海文华大学，一年后考入

广东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读书。在

此期间，冯平开始大量阅读革命书

刊，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向往十月革

命道路。1923年，冯平被党组织选
送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

义大学学习；1924年10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

1925年8月冯平回国，任中央农
运特派员，在广东省农民协会工

作。同年10月，参加国民革命军东
征，讨伐陈炯明、邓本殷等反动军阀

势力。1926年2月，任广东省农民协

会琼崖办事处主任。

1926年6月，冯平在琼崖第一次
党代会上当选为中共琼崖地方委员

会委员兼军事部长；同年8月任琼崖
农民协会主席。在冯平等人的努力

下，海南各地大多先后建立起农会

组织，农会会员近20万人。
1927年1月，琼崖农民协会创办

琼崖高级农民军事政治训练所，冯平

任所长。他曾多次勉励学员：“你们

是海南农民运动的骨干，将来农民打

仗要靠你们带领和指挥。你们要好

好学习军事，学会带兵打仗。”他还提

醒大家：“革命道路是不平坦的，前进

中必然会有曲折，会遇到许多困难。

要立志战胜困难，争取胜利！”

1927年4月22日，国民党新军阀
在海南发动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

命群众。党组织发动和组织群众，领

导“农军”开展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

反动派的屠杀政策。7月，中共琼崖
特委将各县革命武装统一改编为琼

崖讨逆革命军，冯平任总司令。

1927年9月上旬，琼崖特委决定
举行全琼武装总暴动。冯平被派往

西路，统一组织指挥琼崖西路的澄

迈、临高、儋县三县的武装暴动。11
月，琼崖讨逆革命军改编为工农革

命军，冯平仍任总司令兼任西路总

指挥。

1928年3月，广东省国民党反动
当局派大批部队对琼崖苏区和工农

革命军进行“围剿”。面对优势敌人

的进攻，冯平等决定将部队分散活

动，开展游击战。由于叛徒出卖，5
月9日冯平在琼山县西昌地区仁教
岭被国民党军包围，弹尽负伤被捕。

在冯平同志纪念馆里，一幅连

环画记录了冯平被捕后的场景：几

个国民党兵抬着一个双手被绑在竹

椅上的青年往金江转移。为了大造

舆论，敌人不仅四处张贴“共匪头冯

平被擒”的布告，还特意选在金江镇

集日那天将冯平绑着“示众”。

冯平毫无惧色，对群众进行革

命宣传。敌人对他劝降：“你如改变

信仰，可以到省里当官。”冯平义正

词严地回答：“我为革命生，也为革

命死，何必白费心机！”“我个人之生

死，早已置之度外。”1928年 7月 4
日，冯平在澄迈县金江镇英勇就义，

年仅29岁。

“伯父的牺牲对我影响很大。

我一定要继承伯父的遗志。”冯平的

侄子冯子平曾说。在伯父的影响

下，他18岁从泰国回到海南参加革
命，还专门把自己原来的名字“冯裕

深”改为“冯子平”。“我一直用伯父

的光荣事迹来教育我的子女和孙子

们，用伯父那种坚定的革命精神和

意志来鞭策他们。”

时光荏苒，冯平曾为之挥洒热

血的故土也已从贫穷孤岛变成车水

马龙的繁华之地。而在冯平牺牲的

海南澄迈，当地几乎所有的老百姓

都能熟练地背出冯平牺牲前那段慷

慨激昂的誓言：“革命不怕死，怕死

不革命，杀了一个冯平，还有千万个

冯平！革命是杀不绝的，共产主义

一定会实现！”⑥4 （据新华社）

冯平：“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