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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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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

坚决打赢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

本报讯 （特约记者刘理政 通

讯员张 潮）连日来，镇平县周密部

署，多部门联动，强力推进餐饮行

业油烟净化器安装专项督查整治

行动。

该县城管局先后组织 30 余

人，执法车辆 8 辆，对辖区内露天

烧烤及使用煤炉开展拉网式集中

整治，加强对油烟污染的监督管

理，对重点部位的餐饮商户实施监

督复查，大部分商户的油烟净化设

施正常运转并定期清洗，对于个别

油烟超标排放的餐饮单位、商户下

达限期整改通知书，要求其限期整

改、达标，对逾期未整改的商户将坚

决予以关停，直到达标为止。执法

人员在对县玉鼎广场周边露天烧

烤正常巡查中，发现一夜市摊点违

规使用无净化设备的烧烤架，依规

对该摊点摊主进行大气污染宣传

教育，并对其违规物品进行拆除。

同时，执法人员挨家挨户走访

餐饮单位，逐一进行实地检查摸

排，发现餐饮单位存在油烟净化设

施不规范、烟道口达不到排放标准

等问题，现场责令其在规定时间内

按要求整改安装油烟净化器。

至目前，该县城管局检查露天

烧烤场所 50余家，发现问题 5处，

下达整改通知书 5份。⑥3

全力督查整治 推进油烟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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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洪 塔 实习生

周 萌）大风、降温和降雨的日子终

于结束了。昨日，记者从市气象台

获悉，周末我市以晴间多云天气为

主，气温逐渐回升。

未来几天，我市天气具体情况

如下：4月 12日，多云转阴天，有小

雨或零星小雨，偏南风 2～3级，气

温 8℃～21℃；13日，多云转晴天；

14日，多云转晴天，风力较大。

气象部门提醒，目前，我市大

部分地区冬小麦已进入拔节孕穗

期，苹果、梨等果树处于开花期，对

大风和低温抵抗力较差，相关部门

要加强麦田管理，并做好林果业防风

防冻；近期我市多大风天气，森林火

险气象等级较高，应加强设施农业、

街头高处悬挂物管理，加强森林防火

和扬尘管控工作，防止火灾发生，降

低扬尘对空气质量的不利影响。⑥3

降温降雨收尾 周末气温回升

本报讯 （记者马 哲）4 月 11
日，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召开的

2019年全市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工作会议上获悉，今年我市将严格

畜产品检测，保障居民饮食安全。

目前，我市畜产品工作监管有

序，总体安全，连续几年省检合格

率都在 99%以上，综合排列稳居全

省第一方阵。

根据我市畜牧业实际情况，

2019年我市计划开展畜产品（含生

鲜乳）、兽药及饲料等实验室定量检

测 3200 批次，开展现场快速检测

24000批次。该局将以《南阳市畜产

品质量安全监督监测工作范围》为

指导，落实从抽样、检验、告知、复检

到结果运用等全过程的法律规范和

技术规范，确保抽样检测工作质

量。对监测结果，开展舆情分析；对

监管对象实施分类管理；对监测中

出现的问题做好依法处置。切实做

好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为农产品质

量安全市的创建和民众期待的放心

畜产品生产做出应有的贡献。⑥6

严管畜产品 百姓更放心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10 日电
神秘天体黑洞终于被人类“看到”

了。数百名科研人员参与合作的

“事件视界望远镜”项目 10日在全

球多地同时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

他们拍到的第一张黑洞照片。

照片“主角”是室女座超巨椭

圆星系M87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

其质量是太阳的 65 亿倍，距离地

球大约 5500万光年。照片展示了

一个中心为黑色的明亮环状结构，

其黑色部分是黑洞投下的“阴影”，

明亮部分是绕黑洞高速旋转的吸

积盘。

“我很高兴地宣布，我们首次

看到了曾认为不可见的东西……

而这只是开始。”项目主任、美国哈

佛-史密森天体物理学中心的谢泼

德·杜勒曼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说。

除华盛顿外，中国上海和台

北、智利圣地亚哥、比利时布鲁塞

尔和日本东京等地也同时召开发

布会。美国《天体物理学杂志通

讯》以特刊形式通过 6篇论文发表

这一重大成果。

上世纪初，爱因斯坦提出广义

相对论预言了黑洞的存在。这是

一种体积极小而质量极大的天体，

引力非常强，以至于周围一定区域

内连光也无法逃逸，这一区域被称

为“事件视界”。

“事件视界望远镜”就是为观

测黑洞的“事件视界”而设计的。

它由分布在全球多地的射电望远

镜组成，相当于一台口径为地球直

径的超级望远镜。2017年 4月，从

美国夏威夷到智利、从伊比利亚半

岛到南极的这些望远镜在同一时

刻对准 M87中心黑洞拍照。照片

经过近两年的数据处理及理论分

析后“冲洗”完成。包括中国科学

院上海天文台在内的一些中国机

构参与观测和数据处理。

照片给出黑洞这一极端天体

存在的最直接证据，验证了广义相

对论，也将帮助回答星系中的壮观

喷流如何产生并影响星系演化等

诸多前沿问题。⑥4

人类首次“看到”了黑洞

这是人类史上首张黑洞照片

新华社 发（事件视界望远镜项目组 供图）

王祥在介绍他培育的无刺蔷薇 ⑥3 本报记者 马庆科 摄

本报记者 马庆科

他曾是教师，却选择莳花弄

草，并最终成了月季大师；在育苗

的过程中，他凭借创新成为业内楷

模 ;为拓展业务，他曾开着面包车，

满载着月季苗一月数趟往返于北

京；他在实践中摸索制作出的起苗

机、除草机、起垄机等，极大地提高

了生产效率……

他就是南阳成教月季繁育基

地总经理、月季大师王祥。

搞培训 建起试验田

王祥在种月季之前在镇上做

了 6年教师，因为机缘巧合，被借调

到镇政府工作，负责对镇上的农民

进行月季嫁接、扦插等技术培训工

作。培训离不开试验田，于是他就

承包了 3.9 亩土地种植月季，起名

“成教月季”。

最开始种的时候是 1998 年，

那时他的工资只有 100多元，连一

天 6元的花工也请不起，他只好丢

下斯文，亲力亲为。从 3.9亩到 12
亩、90 亩、160 亩……一年一个台

阶，一步一个脚印，直到今天的

600亩规模。

月季种植 21 年，早已经成为

行家里手的王祥，也没丢下自己

的教师情结，直到今天他依然担任

着蒲山镇成人教育学校的校长。

他差不多每周都要组织培训，把自

己总结出来的技术和经验毫无保

留地教给镇上的人，现在由他培训

的技术工人有不少都有了自己的

苗圃，做了老板，年收入都在数十

万元以上。

同样，受益的还有周边村庄的

农户。平时有 100多名农户在基地

干活，按照技术等级，日工资从 60
元到 200元不等，冬季繁忙时，日用

工量达 400人。

做销售 长途去送货

规模化的种植也让王祥没少

受到“惊吓”。

2003年，突如其来的“非典”让

石桥月季陷入了一片沉寂。“那时

候市场的交流因为‘非典’而受阻，

月季的交易似乎一夜之间骤停。”

王祥说。

爱“折腾”的王祥认为不能在

家坐等客户，就开起了自己的面包

车主动出击，送货上门。

他把新起的月季苗装到面包

车里，前往北京推销，一车就是近

10 万棵。为了降温，每天出发前，

他都把数十个矿泉水瓶放在冰箱

里冷冻后放在车上。

就这样，凭着一辆面包车，每

月数次往返于北京，王祥不仅将自

己苗圃中的种苗销售了出去，还帮

着村里解决了一大部分的种苗。

在这个过程中，王祥在北京设

立了办事处，不仅将大量南阳优质

月季种到了首都，并且北到黑龙江

漠河，南到三亚海边，甚至西到布

达拉宫门前，全国各地都能看到王

祥种出的月季。

抓创新 生产标准化

或许是曾经做过教师的缘故，

王祥遇事总爱琢磨。

起苗机、打捆机、封沟机、除草

机……在成教月季基地里，这些自

制的机械随处可见，每次发明出的

新机械也总能很快在石桥镇普及

开来。

王祥不但在月季的种植技术、

工具研发上投入精力，更在小苗苗

床管理和大田育苗管理技术上取

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一开始月

季嫁接都是在夏天，先把砧木种活

再蹲在地里嫁接，辛苦不说效率还

非常低。”王祥告诉记者，经过不断

学习，他们开始尝试冬季无根嫁

接，并引入流水线作业，工人们分

工协作，整体效率提高了四五倍还

不止。 2003 年，王祥讲授的《月季

冬季扦插》获省成教系统优质课一

等奖。

“要想让南阳月季在国际市场

上得到认可，标准化生产是必然的

道路。”王祥说，南阳月季产业的发

展要求技术上不断更新，除了生产

技术创新，月季品种的研发和保护

也至关重要。⑥3

月 季 花 开 惠 乡 邻

根据《南阳市数字化城市管理实施办法》、《南阳市数字化城市管理工作考核奖惩实施办法》，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代表市政府履行中心城

区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与评价职能，数字化城管绩效考评成绩已列入市委、市政府目标考核。现将 2019年 3月份中心城区数字化城市管理责任单位绩效

考评及排名情况通报如下：

南阳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

关于2019年 3月份中心城区数字化城市管理
责任单位绩效考评及排名情况的通报

六、中心城区四区环卫站排名情况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部门
宛城区

卧龙区

高新区

示范区

综合得分
77.97
77.31
71.52
44.72

未结案数
1423
1180
699
3897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倒数第三名
倒数第二名
倒数第一名

部门
市公安局
市民政局

市城市管理局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市生态环境局

综合得分
96.14
78.92
74.75
32.82
27.43

0

未结案数
3
0

359
4
3
1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倒数第三名
倒数第二名
倒数第一名

部门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南阳供电公司

北控南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南阳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基地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公司

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南阳车务段

综合得分
84.49
80.75
78.28
54.40
47.35

0

未结案数
42
0
0
2
14
42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倒数第五名
倒数第四名
倒数第三名
倒数第二名
倒数第一名

部门
宛城区五里堡街道

卧龙区王村乡
卧龙区七里园乡
宛城区溧河乡

卧龙区七一街道
卧龙区两站办

示范区白河街道
示范区枣林街道
示范区姜营街道
卧龙区潦河镇

综合得分
89.28
85.07
83.59
80.83
77.08
54.48
53.39
51.21
49.73
41.32

未结案数
1
2
7
6
25
13
120
1062
186
5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部门
宛城区城管大队
卧龙区城管大队
高新区城管大队
示范区城管大队

综合得分
83.66
82.88
82.59
51.07

未结案数
531
231
56
806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部门
宛城区环卫站
高新区环卫站
卧龙区环卫站
示范区环卫站

综合得分
99.25
99.21
98.80
98.48

未结案数
0
0
0
1

一、中心城区四区政府（管委会）排名情况

二、参与排名的市直责任单位（共16个，只排前三名、后三名）

三、参与排名的专业部门（共14个，只排前三名、后三名）

四、中心城区乡镇街道排名情况（共25个，只排前五名、后五名）

五、中心城区四区城管大队排名情况

本报讯 （记者范志钦）“我给

鼎盛大道起名‘宛淯路’或‘宛淯大

道’。南阳古称‘宛’，白河古名‘淯

水’，高铁站为卧龙站，南阳淯水育

卧龙！”4月 11日，居民吕先生向记

者详解起名的缘由。截至 11日 17
时，示范区民政办公室共收到居民

通过各种方式发来的南阳世界月

季园景观湖、新城区新建道路征名

投稿 3000余条，日均收到各类投稿

信息 300条。

4月 1日，本报社会早刊社会要

闻版刊出了《关于有奖征集南阳世

界月季园景观湖名称及新城区新建

道路名称的公告》，对月季园景观湖

及新城区新建道路情况进行详细介

绍，提供线上线下多种方式，方便读

者参与活动。同时，“南阳报业传

媒”“龙腾南阳”“南阳晚报”“南都晨

报”等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同步推

送相关文章，立马引爆了南阳居民

的微信朋友圈，有奖征集公告在南

阳网的点击量也在持续攀升。

面对给景观湖、24条新建道路

起名这道考题，众多参与征名活动

的居民给出了不同的解题思路。居

民李先生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我给新区大道起名‘金山大

道’，景观湖起名‘绿水湖’。”居民董

先生说：“我给新区大道取名‘二月

河大道’，用以其名字命名的道路纪

念他。”居民丁先生说：“南阳是历史

文化名城，要建成美丽宜居城市，我

给月季大道起名‘丽都路’。”

“这段时间，征名活动联系电

话 61166070几乎被打爆了。4月 1
日至 11日，日均接到征名咨询及建

议 40余个，到办公室咨询及参与征

名的居民日均 30余人。”示范区民

政办工作人员王磊说，示范区投资

46 亿元，开工建设了长江路、黄河

路、新区大道等 24条道路，总长 92
公里，其中 17条道路已建成通车，

道路基础建设初具规模。这 24 条

道路及两个景观湖对于南阳城市

建设而言，是有生命的基础设施。

本次有奖征名活动 4 月 16 日

结束，希望广大居民积极参与征

名，这样既可以感受到南阳城市建

设发展的日新月异，又可以在南阳

城市中留下自己的印记。⑥2

截至 4月 11日 17时，示范区民政办共收到景观湖、新建道路
征名投稿3000余条

广发征集令 期待“金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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