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长热线：12345 新闻中心：nybyxwzx＠163.com
2019年 8月 5日 星期一（己亥年七月初五）

南阳报业传媒官方微信nybycm 第 4801期

据新华社北京 8月 2日电 记

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针

对拖欠农民工工资劳动争议案件

处理，将落实简易处理规定，仲裁

审限缩短至三十日内。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高人

民法院、全国总工会、全国工商联、

中国企业联合会及中国企业家协

会日前共同下发《关于实施“护薪”

行动全力做好拖欠农民工工资争

议处理工作的通知》, 将全力做好

拖欠农民工工资劳动争议案件处

理工作。

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

负责人介绍，根据通知要求，全国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人民

法院、工会、企业代表组织要采取

统一行动，切实解决拖欠农民工工

资劳动争议处理过程中调解结案

难、调查取证难、裁审衔接难等问

题，完善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相

互协调、有序衔接的多元处理机

制 ，依 法 保 障 农 民 工 劳 动 报 酬

权益。

这位负责人指出，将统一裁审

法律适用标准，建立裁审证据衔接

制度，强化案件审判、执行和保全，

完善案件审理机制，畅通立案“绿

色通道”，主动依职权调查，充分发

挥简易程序和小额速裁机制功能；

将拖欠农民工工资争议案件作为

重点民生案件纳入速执程序，及时

给予执行救助等；将落实案件保全

规定，对农民工追索工资案件申请

财产保全的，一般不应要求担保

等。⑥4

“欠薪”案仲裁审限将缩至 30天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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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义·买买提像（资料照片）

本报讯 （记者段 平）为普及

健康科普知识，全市广大医务人员

将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活动，提升全民健康素养水

平，加快推进健康南阳建设步伐。

本次活动由市卫健委主办，市

健康教育所承办，比赛选题包括健

康素养 66 条，普及健康生活方式

（四大基石及三减三健，即减盐、减

油、减糖，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

康骨骼），群众常见病、多发病、慢

性病（如心血管系统、糖尿病、肿

瘤、慢阻肺等），传染病（如流感、艾

滋病、结核病等），健康中国行（科

学健身、合理膳食、无烟生活、科学

就医、合理用药），急救知识，老龄

疾病相关问题（护理、康复等），青

少年健康等。7月 30日至 8月 5日
为报名选拔阶段，各县区组织本辖

区初赛并各推荐 2名选手，其中 1
名乡村医生参加市比赛；市直及管

理单位各选拔推荐 1 名选手参加

市级比赛；决赛时间为 8月 8日。

全市医疗卫生机构、疾控中心

热心医学科普与健康教育的医务、

保健人员，或具有执业（或助理）医

师资格、护士、乡村医生证书等资格

证的人员，热爱健康科普事业、面向

群众开展健康科普宣讲 30课时以

上的人员，均可报名参加。⑥3

举办科普大赛 提升健康素养

司马义·买买提，维吾尔族，

1940 年出生，新疆英吉沙县人，

1960年 7月入伍，生前任新疆军区

骑兵第 3团机枪连班长，1962年 10
月 27日在中印边境西段自卫反击

作战中为国捐躯。战后，上级党委

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

追记一等功。1963年 4月，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防部授予司马义·买买

提“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1962年 10月，司马义·买买提

随所在部队参加了中印边境西段

自卫反击战羌山口战斗。1962年
10月 27日，司马义·买买提和战友

们在副连长乌甫尔·木沙带领下，

乘汽车到喀喇昆仑边防执行任

务。突然，一串子弹从右前方的山

腰间猛射过来。一股窜入我国领

土的印军，凭借居高临下的地势，

向我军疯狂扫射。车厢板被打得

木屑四溅，汽车右前轮被打穿，驾

驶员身负重伤，倒在方向盘上。汽

车抛了锚，战士们完全暴露在一片

开阔地上。

情急之下，副连长乌甫尔·木

沙指挥士兵挪动驾驶室上的重机

枪实施火力压制，但被印军火力压

得抬不起头。为了保存力量，他只

好命令战士们卧倒在车厢里。这

时，印军更加疯狂，枪声越发密集，

子弹像雨点似的飞过来。司马义·

买买提主动要求吸引印军火力，以

便战友们移动重机枪脚架，调转枪

口反击侵略者。他提着冲锋枪，跃

到车厢后端，挺起身子扣动扳机，

朝印军猛烈地射击，消灭了正在发

射的印军迫击炮手。果然，他的这

一举动，立刻吸引了印军的全部火

力，印军轻重武器一齐向他射击。

趁此机会，副连长乌甫尔·木

沙迅速组织调转重机枪。此时，一

颗子弹穿过司马义·买买提的右手

腕，打进了他的左胸膛，鲜血直往

外涌。他忍着剧烈的疼痛，继续坚

持战斗。当战友们要给他包扎伤

口时，他推开他们，坚定地说：“快

去调转枪口，消灭敌人!”
正当司马义·买买提换弹夹

时，他的右肋又中了一颗子弹。射

击暂停了一下，印军以为打中了

他，就集中火力向驾驶室上调转重

机枪的战士射击。在这千钧一发

的危急关头，司马义·买买提全然

不顾身负重伤，咬紧牙关，拼尽全

力猛地站起来，端起冲锋枪猛烈地

向印军扫射。印军又慌忙集中火

力向他开火，第 3颗子弹又穿进他

的右肋。这时，战友们把架好的重

机枪瞄准了印军，火力压得印军不

能动弹，全班战士和及时赶到救援

的战友们一起全歼了这股印军。

司马义·买买提血洒昆仑、壮

烈牺牲，为祖国献出了宝贵生命，

谱写了一曲壮丽的革命英雄主义

凯歌。⑥4 （据新华社）

司马义·买买提：

为保卫祖国战斗到最后一刻

特约记者 王中献
通 讯 员 张 超 高楚寒

“孩子们来了，快进屋吃西瓜。”

8月 1日，家住邓州市构林镇董家村

的 李 华 芳 家 迎 来 了 一 群 特 殊 客

人——儿子李涛生前的战友。

2002年，李涛、雷天才、杜恒等

100位邓州籍新兵到了雷锋生前所

在部队服役。入伍第一天，他们在

雷锋塑像前庄严宣誓：我是光荣的

雷锋传人，我决心学雷锋精神，走雷

锋道路，创雷锋业绩。他们将誓言

牢记在心中。

2004年，李涛所在部队接到任

务，需要一批士兵前往非洲利比里

亚执行维和任务。得知消息后，李

涛、杜恒等人主动请缨，成为全军第

一批赴利比里亚参加维和行动的士

兵。为友军安全运送人员和物资，

为当地民众修筑道路，护送医疗分

队到偏远村庄巡诊义诊……维和部

队时常面临生死考验，与爆炸相伴，

与袭击相邻，在枪声中入睡，被炮声

惊醒。2004年 8月 11日，李涛在执

行维和任务时不幸以身殉职。

“你为国尽忠死得光荣，我们替

你尽孝义不容辞！你放心地走吧！”

得知噩耗，杜恒等同乡战友悲痛万

分，一起许下了诺言。一有空闲时

间，他们就去看望“涛爸”“涛妈”。

为了让“涛爸”“涛妈”尽快走出

中年丧子的悲痛，2005 年，在当地

政府和杜恒、雷天才等战友的帮助

下，李涛的父母通过市民政局领养

了一位孙女，取名叫李可欣。农忙

时，战友们相约到“涛爸”“涛妈”家，

帮助收割庄稼。农闲时，他们陪老

人说说话，给小可欣讲李涛的故事，

讲雷锋团的故事。每年春节，大伙

都要结伴去给两位老人拜年，一起

吃顿团圆饭……在大家的关心下，

两位老人慢慢从悲伤中走了出来。

2012年 9月，“涛妈”魏桂芝得

了急性肺炎，病情很重。得到消息

后，杜恒立即租了一辆车赶了过去，

把老人送到医院治疗。老人住院

后，杜恒和战友们轮流值班，每天到

医院护理，送饭喂药，陪老人聊天。

同室的病友羡慕不已：“大姐，你的

儿子们这么孝顺，你真有福气。”10
天后，老人病愈了，她紧紧地拉住大

家的手说：“我失去了李涛一个儿

子，但有你们这么多人照顾我，我也

知足了。”

从 2005 年 8 月 1 日起，杜恒和

战友们每年都要去祭奠李涛，看望

“涛爸”“涛妈”。“涛子聪明、孝顺，刚

得知儿子因公牺牲的消息时，觉得

天都塌了。”“涛爸”李华芳说，“现在

都想开了，儿子虽然走了，但是我又

多了一群不是亲生胜似亲生的儿

子。我对涛子的爱也得到了延续，

孙女在镇上的初中上学，学习可好

了。”

谈起这群“儿子”，魏桂芝高兴

地竖起了大拇指，夸赞道：“这些年，

家里不管有什么大小事，他们总是

第一时间赶过来。”“这次来，觉得

‘涛爸’更开朗了，涛子也应该放心

了。”杜恒告诉记者，今年“涛爸”换

了一部智能手机，他把自己和战友

们的微信都保存在了“涛爸”的手机

上，这样一来联系就更方便了。作

为从雷锋生前部队走出的退役军

人，杜恒、雷天才等人时刻铭记入伍

时的誓言：“我是光荣的雷锋传人，

我决心学雷锋精神，走雷锋道路，创

雷锋业绩。”2014年 8月 15日，邓州

“编外雷锋团”薪火营成立，雷天才

任营长，杜恒任教导员。“我们会将

‘涛爸’‘涛妈’一直照顾下去的。”杜

恒说。⑥3

战友执行维和任务以身殉职

15年，他们坚持替战友尽孝

旨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3周年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2周年的“红军长征过南阳”大型图片展在市群艺馆举

行，展览为期一个月，生动展示了长征途经南阳发生的可歌可泣的故事 ⑥4 通讯员 高 峰 摄

本报讯 （记者杨 柳）8月 3日
上午，市总工会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相约在七夕·牵手共筑梦·建

功新时代·为爱要行动”2019 单身

职工婚恋交友大型公益联谊活动

举行。 700 余名单身青年欢聚一

堂、相亲觅缘。最终，众多青年男

女成功“牵手”。

此次联谊活动由市总工会主

办，南阳民俗文化研究会承办，市

总工会四届女工委员担当红娘，旨

在为我市广大单身职工搭建婚恋

交友的平台，寻觅一生伴侣，组建

幸福家庭。活动当天，30余位红娘

尽心“牵线”，贴心服务，帮助单身

青年寻找心仪的“另一半”，市总工

会鹊桥服务中心成为单身青年职

工的“幸福驿站”。

上午 8点，活动现场人流如织，

单身青年纷纷到寻缘墙前，浏览异

性嘉宾的个人资料。9点活动正式

开始，在红娘的指引下，男女嘉宾

上台进行自我展示，将现场氛围推

向高潮。看到合眼缘的，男女嘉宾

通过红娘的“牵线”，上台勇敢对心

仪对象进行爱情宣言，台下，男女

青年们通过交谈、互换微信，增进

彼此了解。最终，众多青年男女成

功“牵手”，“娘家人”送上了礼品和

祝福。

市总工会鹊桥联谊活动作为

深受广大青年职工信赖和期待的

品牌活动，已经连续举办五届 ,青年

男女通过联谊会的平台相识相爱、

幸福牵手。2015年至今，全市河南

职工网和“豫工惠”婚恋交友 APP
注册职工共计 1.2 万人次，线下建

档职工达两万余人次，累计开展大

中型现场交友活动 25场次，职工参

与各类线下交友活动达 1.8万余人

次，交友率均达到 90%以上。

未来，作为职工的“娘家人”，

市总工会继续以打造信息真实、交

友安全、服务免费的鹊桥服务品牌

为目标，为单身职工搭“鹊桥”、当

“红娘”，倾听职工心声，解决生活

烦恼，让职工安心、舒心、全身心地

投入工作，提升职工的归属感和幸

福感，真正成为职工的“减压器”和

“幸福港”。⑥2
上图：联谊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宋 歌 摄

当“ 红 娘 ” 搭“ 鹊 桥 ” 促 和 谐
市总工会举办联谊活动帮单身青年“脱单”

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数据来源：市环境监测站）

区

示范区

卧龙区

宛城区

高新区

PM2.5

数据（微克/立
方米）

16
16
16
17

排名

1
1
1
4

PM10

数据（微克/立
方米）

30
30
30
27

排名

2
2
2
1

优良天数
（天）

7
7
7
7

市城区空气质量排名（7月28日~8月3日）

13县市区空气质量排名（7月28日~8月3日）

县市区

社旗县

唐河县

桐柏县

鸭河工区

方城县

内乡县

淅川县

新野县

官庄工区

西峡县

邓州市

镇平县

南召县

PM2.5

数据（微克/立
方米）

13
13
13
13
14
14
14
14
15
16
16
17
19

排名

1
1
1
1
5
5
5
5
9
10
10
12
13

PM10

数据（微克/立方
米）

25
25
30
29
29
35
33
26
29
34
39
31
32

排名

1
1
7
4
4
12
10
3
4
11
13
8
9

优良天数
（天）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拆除违法建筑
改善辖区环境

本报讯 （记者曹立峰 通讯员

徐继晓）8月 3日，宛城区五里堡街

道对辖区白河社区五处占地 5000
余平方米的违法建筑进行集中拆除

清理，受到群众欢迎。

当天上午，宛城区五里堡街道

组织执法人员 50多人和大型机械 5
台，按照预案赶到白河社区，对一

处已经认定为违法建筑的铁皮大棚

进行拆除。该建筑是居民偷偷抢建

的，建筑面积有 1000 多平方米，

之前街道城管中心多次上门讲解法

规，并下达 《限期拆除通知书》让

房主自行拆除，但多次劝解告知

无果。

伴随着大型机械的轰鸣声，这

处违法建筑轰然倒塌，被彻底拆

除。随后，执法人员又对其他四处

私搭乱建的违法建筑进行了拆除，

并将长年堆放的垃圾及时清运，让

周边环境焕然一新。⑥4

本版编辑 李清玉 周书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