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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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改善提升我市水

环境质量，经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

战领导小组办公室研究，决定在全

市范围内实行水污染防治管理“十

禁止”：

1.禁止向河道、水库排放、倾
倒有毒有害物质，清洗储存有毒有

害物质的容器。

2.禁止向河道、水库倾倒生
活、建筑垃圾及人畜粪便。

3.禁止将各类垃圾、餐饮泔
水、污水排入城镇雨水管网。

4.禁止在河道禁采区采砂、

开挖。

5.禁止在禁养区、水源保护区
内建设畜禽养殖场。

6.禁止养殖废水、粪污未经处
理排入水体。

7.禁止工业废水、污水处理厂
出水不达标排放。

8.禁止利用渗井、渗坑、暗管
等形式偷排废水。

9.禁止违法违规在河道、水库
设置排污口。

10.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
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

垂钓、洗衣等活动。⑥4

水污染防治“十禁止”

月季故里
香飘五洲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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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展园
彰显特色
南阳月季园各县市区主

题展园正在紧张建设中。图

为具有地域特色的内乡县衙

文化展园 ⑥1
本报记者 崔培林 摄

政府支持，行政助推。南阳是

全国高效生态经济示范市，市委、

市政府在推动全市经济转型跨越

发展的过程中，把月季产业作为高

效生态经济的一大优势产业，强力

推动南阳月季文化和产业发展，着

力打造南阳月季国际品牌。我市

启动了建设“优美花城”行动计划，

通过广泛种植市花月季，进一步绿

化美化城市，展示南阳的文化资源

和独特风格。2014年以来，精心打
造了一批月季大道、月季游园、月

季社区，月季庭院（单位）、月季专

类园和观赏园，形成了多层次的月

季特色景观体系，一个生态良好、

景观优美、清新舒适的花园城市正

呈现在世人面前。

科技支撑，引领发展。南阳持

续加大月季培育科研力度，在自主

研发的同时，相继携手中国林科

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郑州航空

港综合经济试验区、北京园林科学

研究院等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先

后培育出“东方之子”“粉扇”“南阳

之春”“金色阳光”“夏令营”等60多
个月季新品种，其中树状月季属全

国独创。南阳月季基地在全国首

先建立了月季种质资源基因库，收

集、保存月季种质资源，开展科学

研究。经不懈努力，南阳月季品系

不断推陈出新，引领了国内月季繁

育研究发展方向。在全国的月季

花事盛会中，南阳月季先后荣获

金、银奖项170多项。在第六届中
国月季展上，南阳室外月季布景

展、盆栽月季精品展荣获特别金

奖。在2016世界月季洲际大会上，
南阳市荣获室外造园展特等奖、室

内造景展特等奖，南阳市政府荣获

最佳贡献奖。

以花为媒，广交天下。近年

来，南阳积极配合中国花卉协会月

季分会、河南省花卉协会，连续成

功举办南阳月季展、月季文化节，

开展了标准化月季示范基地评比、

月季精品展及插花艺术评比、月季

与产业化发展高层论坛、全国月季

摄影大赛等主体活动。连续四年

发行四套月季邮票，特别是全国月

季摄影大赛、月季与产业化发展高

层论坛的成功举办，使全国摄影

师、专家学者云集南阳，弘扬了月

季文化，普及了月季知识，传播了

月季技术。通过展会平台，来自海

内外的宾朋在南阳找到了贸易合

作的理想机遇。月季文化活动还

吸引了国内外80多家知名企业在
南阳建立栽培基地或销售中心,有
力提升了南阳花卉产业发展的档

次和水平。⑥2

“优美花城”待宾朋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关政 通

讯员张晓东）1月25日是我市公安
局交管支队第37个“交通违法曝光
日”。交警部门除了对2018年全年
我市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总结外，重

点对近期全市开展的“开车打手机、

不系安全带”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

专项整治行动成果进行了通报。

为切实加强驾驶人驾车时拨

打接听手机、不系安全带等妨碍安

全驾驶行为的管理，提升道路通行

能力，降低安全隐患，减少道路交

通事故发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

队近日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开车打

手机、不系安全带”等妨碍安全驾

驶行为专项整治行动。不到一个

月的时间，全市共查处驾车接拨手

持电话193起，驾车时有其他妨碍
安全行车的38起，驾驶人不使用安
全带219起。

交警部门介绍，2018年1月至
12月，全市共有172人因涉酒、涉及
交通事故被终身禁驾。一年中，全

市共查处酒驾11793起，饮酒后驾

驶机动车7201起，醉酒后驾驶机动
车4592起。因涉嫌危险驾驶(醉酒
后驾驶机动车)被追究刑事责任
4592起。2018年12月21日至2019
年1月20日，全市共有10人被终身
禁驾。其中，9人因造成交通事故
逃逸被终身禁驾，1人因醉酒驾驶
造成重大交通事故被终身禁驾。

在这一个月中，全市共查处醉酒后

驾驶机动车296起，饮酒后驾驶机
动车1105起，饮酒后驾驶营运车2
起，再次酒驾27起。因涉嫌危险驾
驶(醉酒后驾驶机动车)被追究刑事
责任296起。⑥3

开车打手机、不系安全带……

严查！我市400余人为此“吃”罚单

欢乐祥和庆“双节”畅享多彩新生活

腊月二十三“小年”

糖瓜祭灶
准备过年
据新华社天津1月26日电“二十

三，糖瓜粘”。28日是农历腊月二十
三，我国北方称“小年”。民俗专家表

示，每年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是民间

祭祀灶王爷的日子，它是整个春节庆

祝活动的开始和伏笔，“糖瓜祭灶”标

志着所有家庭都正式准备过年了。

“二十三，糖瓜粘”“二十三，祭灶

王”等民谣里都说到了“糖瓜祭灶”，祭

灶是传统小年的重要节俗。

天津社科院研究员罗澍伟介绍

说，灶神俗称灶王爷、灶公、司命，是中

国民间在年节中特别崇拜的神灵。民

间传说，灶王爷自上一年的除夕子时

一直留在家中，以保护和监察一家，到

了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日，灶王爷便

要升天向玉皇大帝汇报这一家人的善

行和恶行，用以督促这家人的日常行

为自律。因此祭灶时，人们在灶王像

前的桌案上摆放供品，其中最突出的

是“糖瓜”，这类食品又甜又粘，意在让

灶王爷多说“甜言蜜语”。随着时代的

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祭灶仪

式日趋消亡，但“糖瓜”作为过年的第

一信号，以及它所传达出的求吉纳祥

的美好寓意依然保留下来。北方地区

多以腊月二十三为“小年”，而南方地

区则以腊月二十四为“小年”。

“小年”这一天正式启动了过年的

程序。送走灶王爷后，人们开始扫尘，

也称“扫房”，各种清扫、洗涮，干干净

净迎新年。

�1月25日，市城区七
一路南阳宾馆道内再次挂起

大红灯笼，营造出浓浓的新

春氛围 ⑥2
本报记者 陈杰超 摄

▼1月 26日上午，中央
电视台《东西南北中“贺新

春”》剧组到镇平县高丘镇黑

虎庙小学，为孩子们送上节

日礼物，并一起高唱《我爱你

中国》，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

强 ⑥2
特约记者 刘理政 摄

（数据来源：南阳市环境监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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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华永康方岩马头山麓，

松柏挺拔，庄严肃穆，条石铺砌的

刘英烈士陵园坐落于此，供人瞻

仰，缅怀着浙南游击根据地创建人

刘英。

“幼时不知路，今日上坦途。

赤心献革命，决然无返顾。”这是刘

英在参加革命时写下的一首诗。

在艰难困苦的革命斗争中，他以短

暂而光辉的一生实践了献身革命

的铮铮誓言。

刘英，原名刘声沐，1905年生
于江西瑞金一个贫农家庭。1929
年4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9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连政

治指导员、营政治委员、团政治处

主任、团政治委员。1931年12月
任红 5军团第 15军 44师政治委
员。1934年1月任红5军团34师
政治部主任，后任红7军团政治部
主任。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

剿”，身经百战，屡建战功。在第一

次反“围剿”战斗中，为掩护部队撤

退，曾独自抱着一挺机枪断后，直

到战友全部撤出战斗。

1934年7月起，刘英任红军北
上抗日先遣队政治部主任、红 10
军团第19师政治委员、军团军政
委员会委员、军团政治部主任，随

部转战闽浙皖赣边。1935年1月，
红10军团在赣东北怀玉山区遭敌
重兵包围堵击，大部分指战员捐躯

沙场，方志敏受伤被俘。2月，身负
重伤的刘英奉中共中央指示与粟

裕率余部组成挺进师，任师政治委

员和政治委员会书记，率部进入浙

江南部，在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

区，先后领导开辟浙西南、浙南游

击根据地。刘英曾任中共闽浙边

临时省委书记兼闽浙边省军区政

治委员。在远离中央、孤悬敌后的

险恶环境中，领导闽浙边军民挫败

国民党军多次“清剿”，坚持了极其

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

全国抗战爆发后，刘英历任中

共浙江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华中局

委员、华中局特派员，指导闽浙赣

地区革命斗争。他积极开展恢复

和发展党组织，宣传和组织抗日救

亡，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等多项工作，卓有成效，受到各界

爱国人士的瞩目。周恩来曾称赞：

“在东南战场上，浙江是站在前进

的地位，是值得其他各省仿效的。”

1942年2月，因叛徒出卖，刘英在
温州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在狱

中受尽折磨，但他坚贞不屈。同年

5月18日于永康方岩马头山麓英
勇就义，时年37岁。

毛泽东曾深情地说：刘英“为

人民而牺牲，人民就会永远纪念

他”。⑥3 （据新华社）

刘英：赤心献革命

刘英像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