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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我县河道采砂管理，合理有序

开发利用砂石资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河

南省河道采砂管理办法》等规定，我县编制

完成了《唐河县县域河道 2019-2023年采

砂规划》，现将规划中可采区、禁采区信息

公告如下。

一、规划情况 本次河道采砂规划年

度为 2019-2023年，采砂河道为唐河县境内

的丑河、三夹河、温凉河、泌阳河、清水河。

除唐河另行规划外，其余不在本次规划内的

河 道 ，全 部 列 为 禁 采 河 道 。 河 道 总 长

144.485km，禁采区 33段，共长 64.45km；可

采区 38 段，共长 73.819km，可采总面积

8.58km2；保留区 7段，共长 8.595km。

二、可采区 丑河可采区 6段：秋河段、

张马店段、板仓段、外范庄段、前营段、牛寨

段。三夹河可采区 8段：张庄段、东新庄段、

长桥段、黄宅段、杨户段、吕湾段、刘庄段、段

庄段。温凉河可采区 3段：黄庄段、马庄段、

冢张段。泌阳河可采区 11段：小罗庄段、王

寨段、涧岭店段、大刑庄段（右岸）、老湾段、二

里桥段、付湾段、薛嘴段、秦埠口段、湖圈段、

北张湾段。清水河可采区 10段：王油坊段、

龙王庙段、李上林段、宋庄段、大石桥段、曲庄

段、耿庄段、大田庄段、杨店段、甘河湾段。

三、禁采区 丑河禁采区 6段：秋河水

坝上游 500米至下游 500米、西气东输管道

上游 500米至万庄大桥下游 2000米、板仓

桥上游 500米至大陆白桥、虎山水库库区范

围内、虎山水库至汪马庄桥下游 500米、外

范庄桥上游 300米至下游 500米。三夹河

禁采区 6段：丑河入三夹河交汇处至下游

200 米、胡营大桥上游 500 米至下游 2000
米、旅游公路大桥上游 500米至下游 1000
米、输油管道上游 500米至下游 500米、西

气东输管道上游 500米至下游 500米、三夹

河公路桥上游 500米至三夹河入唐河交汇

处。温凉河禁采区 3段：与社旗县交界处至

郭庄桥下游 500米、官庄大桥上游 500米至

温凉河桥下游 2000米、东赵寨桥上游 300
米至下游 500米。泌阳河禁采区 8段：小罗

庄桥上游 300米至下游 500米、涧岭店桥上

游 300米至下游 500米、牛沟大桥上游 500

米至下游 2435米、牛沟大桥下游 2435米至

下游 4813米左岸、大河王桥上游 500米至

下游 2000米、大河屯老桥上游 500米至大

河屯新桥下游 2000米、黄店老桥上游 500
米至黄店新桥下游 2000米、湖圈漫水桥上

游 300米至下游 500米。清水河禁采区 10
段：山头水库库区至下游 500米、王油坊桥

上游 300 米至下游 500 米、李上林桥上游

300米至下游 500米、大找子桥上游 300米
至下游 500米、祁仪大桥上游 500米至路寨

桥下游 1000米、中心庄桥上游 300米至下

游 500米、大树李桥上游 300米至下游 500
米、汪凹桥上游 500米至下游 1000米、大吴

庄桥上游 300米至下游常湾村、大李庄拦河

坝上游 500米至陈庄桥下游 1000米。

四、保留区 丑河保留区 1段：前营桥

下游 1125米至下游 1420米。三夹河保留

区 4段：西气东输管道下游 1059米至下游

1420米、西气东输管道下游 2861米至下游

5653米、三夹河公路桥上游 3846米至上游

3378米、三夹河公路桥上游 2600米至上游

500 米。泌阳河保留区 2 段：黄店桥下游

3991米至湖圈漫水桥上游 1274米、湖圈漫

水桥下游 997米至下游 1321米。

五、禁采期 主汛期间 3 个半月作为

禁采期，即 6月 1日开始至 9月 15日结束。

其余月份出现超警戒水位，临时发布禁采

公告；险情缓解时，连续 10天都没有出现

超警戒水位恢复采砂作业。在禁采期内一

切采砂作业船只应按规定停止采砂，撤离

河道。

六、实施情况 依据《唐河县县域河道

2019-2023 年采砂规划》，已编制完成《唐

河县 2020年度县域河道采砂实施方案》。

其中泌阳河可采区 11段，年计划采砂 62.03
万立方米；三夹河可采区 7段，年计划采砂

40.26万立方米；丑河可采区 6段，年计划采

砂 20.71万立方米；温凉河可采区 3段，年计

划采砂 13.54 万立方米；清水河可采区 10
段，年计划采砂 25.73万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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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讯 员 沈 晓 李玉江

过了腊八就是年。“老话讲年关难

过，俺还盼着早点过哩。”记者近日在

方城县赵河镇南寨村采访时，该村村

民苑明均赶着十来只羊喜悦地说，“今

年行情好，俺能过个好年。”

随行的村支部书记马晓告说，苑

明均是村里最年轻，也是最快实现脱

贫的建档立卡贫困户。2017年底，因

妻子患重病，苑明均腰椎有疾，重活累

活干不了，加之女儿刚上初中，一家三

口几乎没有收入来源，被认定为贫困

户。随后记者来到了苑明均的家：四

间平房，豁亮的院子。院子的东南角

是一个标准化羊圈，养着 30多只羊。

“银行给俺贷钱，俺用这钱养羊。上个

月，俺摘掉了‘穷帽子’”苑明均给出了

他脱贫的答案。

2018 年初，当地农信社实施金

融助力扶贫“整村授信”行动，在

村“两委”的协助下，对有发展生

产意愿的农户和贫困户给予无担

保、无抵押的小额扶贫贷款。“授信

先行，贷款像存款一样方便。”南寨

村第一书记刘华伟说，目前南寨村

金融扶贫贷款累计 112 笔，户均贷

款 2.3万元。村民李大兆一家三口人

都患有遗传病。在当地农信社 1.5万
元小额贷款的帮扶下，李大兆养了

40 多 只 鹅 、 10 多 只 羊 和 两 头 猪 。

“前些天，有好几茬人来俺家里要收

鹅、羊、猪。等卖完，俺就把贷款

给还上，好借好还哩。”李大兆指着

大鹅，笑着说。

“力争实现让农户，尤其是贫困

户享受到‘应贷尽贷’的好政策，同时

要把控好风险，让金融扶贫既有力度

又可持续发展。”人民银行方城县支

行副行长董博文介绍，“当地的农信

社、凤裕村镇银行和南阳村镇银行相

继在方城县开展了‘整村授信’工作，

解决了农民贷款难、贷款贵问题。目

前‘ 整 村 授 信 ’已 经 覆 盖 了 方 城

36.8%的行政村；预计到 2020 年，覆

盖面将达到 70%以上。”

“年关不再是‘关’，而是贫困

户增收致富的好时节，这离不开金

融的给力支持啊！”采访结束时，随

行的方城县扶贫办主任孙德建这

样说。②11

方城“整村授信”行动解决村民贷款难贷款贵问题—

贫 困 户“ 乐 ”过 年 关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华

兴 通讯员闻 彬）1 月 14 日，

全市尘肺病防治攻坚行动任务

部署暨职业病防治工作联席会

议召开。

今年我市将以深入开展尘

肺病防治攻坚行动为重点，全

面落实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主

体责任，防范化解重大职业健

康风险，全力维护劳动者职业

健康权益。会议要求，加强对

玉石加工、钙粉生产等一些尘

毒危害严重的行业领域监管整

治，杜绝出现严重危害职工职

业健康的群体性事件；对尘肺

攻坚行动实施过程实时掌控，

适时进行督查检查，对不达标

的单位要依法责令停产整顿，

整治无望的要提请当地政府

依法予以关闭；要加强职业病

体检诊断机构建设，健全市县

两级职业病防治机构，2020年
底前确保每个县（区）至少有 1
家承担职业健康检查的机构，

市级至少确定 1家职业病诊断

机构。②11

本报讯 （记者刘力果 全

媒体记者田华冉 特约记者崔

松涛）从市第二届“中医十大名

师”评选活动组委会获悉，我市

“中医十大名师”评选活动于 1
月 14日零时开始投票。

本次评选投票时间为一

周，1月 20日 24时结束。大家

可通过关注“南阳市中医药发

展局”“南阳市卫生健康委”“南

阳网”公众微信号，点击菜单

“十大名师”即可参与投票。每

个微信号可有 10次投票机会，

每名候选人只能投一票。市

第二届“中医十大名师”评选

是一项严肃的评选活动。组

委会要求，对投票过程中出

现投票异常的候选人，给予

限制投票处罚，严重者取消

评选资格。②11

“中医十大名师”评选开始投票

打响尘肺病防治攻坚战

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

本报讯 （记者徐 蕾）为做

好我市春运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工作，有效预防和坚决遏制重

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1
月 14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

队联合市交通运输局，约谈 53
家被列入黑榜的高风险运输

企业。

会上，平时企业安全管理

规范、主体责任落实较好的南

阳市诚运运输有限公司、南阳

市蓝天燃气有限责任公司两

家企业被列入 2020 年 1 月市

区企业红榜，公安和交通部门

对两家企业进行通报表扬；平

时企业安全管理不规范、主体

责任落实不到位的南阳市恒德

物流有限公司、西峡县晟通物

流有限公司、南阳市第一运输

公司、南阳骏驰货运服务有限

公司等 53 家高风险企业，被

列入 2020 年 1 月运输企业黑

榜进行约谈。会后，这些运输

企业相关负责人签订了限期

整改责任书。交管与运管部

门将对黑榜企业进行督查，对

整改不力，仍存在安全隐患的

企业，采取罚款、停业整顿、吊

销运输许可证、停办车辆驾管

业务等方式严肃追责，并依法

追究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

员的法律责任。②11

筑牢春运交通安全防线

53家黑榜企业被约谈

本报讯 （记者段 平 通讯员杨清波）

近日，我市向 8 家民办养老机构发放床位

运营补贴共计 58.88万元。

8家受益机构分别为：南阳市金鹏老年

福利服务中心、南阳市油田迦南老年公寓、

南阳市乐如家老年服务中心、南阳市瑞星

老年养护中心、南阳南石医院老年康复护

理院、南阳市高新区德公老年公寓、南阳市

油田爱馨敬老院、南阳市官庄工区海纳老

年公寓。此次发放补贴的范围是依法在市

民政局取得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市

民政局发放的养老机构设立许可证在许可

期内的民办养老机构。床位运营补贴按照

养老机构收住具有本市户籍、年满 60周岁

及以上且连续入住 3个月以上的老人数量

核算，并按照每个床位 60元/月的标准，给

予一次性补贴。民政部门对 8家养老机构

实际入住的老年人数量进行了确认，共发

放床位运营补贴 58.88万元。

据介绍，此次是市财政连续第五年向

民办养老机构发放政府财政运营补贴。目

前，全市已取消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建立养

老机构备案制度，并根据“放管服”的改革

要求，将原由市民政局管理的民办养老机

构监管权下放到机构所在辖区民政局（社

会事业局）。②11

８家养老机构
喜领补贴

本报讯 （特约记者王丙双

通讯员李 鑫）14日从市教育局

下发的《关于切实做好 2020年
中招体育考试工作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中获悉，今年我

市中招体育考试共 3 项内容，

4月中旬考完。

今年我市中招体育考试仍

选定 1000 米跑（男）/800 米跑

（女）、坐位体前屈、立定跳远三

个项目作为考试内容，原则上

于 4月 15日前考试完毕，考试

成绩以满分 70 分计入中招成

绩总分。《通知》要求，考前必须

对考评员队伍进行岗前培训，

坚持持证上岗制度。严格实行

标准化考点建设，我市所有中

招体育考试考场必须全部使用

智能化考试、视频监控仪器，确

保体育考试和监控手段规范

化、现代化。严格实行信息公

开，考生每项考试成绩当场公

示；当晌考试结束要将完成考

试考生的成绩单交给学生 1
份，并把每晌参加考试的相关

学校考生考试成绩打印成册反

馈学校存档备案；县区教育行

政部门要建立考试成绩网络公

布平台，方便考生及其家长即

时查询。②11

中招体育考试满分 70分
4月 15日前考试完毕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陆 骞 陆

晨 君 通 讯 员 王 昕）1 月 19 日 ，

2019—2020 中国男子排球超级联赛

将拉开赛季战幕。记者 14 日获悉，

超级联赛（河南南阳赛区）将在揭幕

战当日举办全国开赛仪式，河南男

排将在主场南阳体育中心迎战天津

男排。

超级联赛将于 1 月 19 日至 4 月

举行。本赛季的超级联赛分为分

组赛、排位赛、半决赛和决赛四个

阶段进行。河南男排将在第一阶

段迎来两场比赛，分别为 1 月 19 日

主 场 对 阵 天 津 和 2 月 2 日 对 阵 上

海。

河南男排主教练牛江介绍，由于

新赛季联赛赛制变化，第一阶段场场

都是关键。河南男排将在主场迎战

老牌强队上海队和拥有欧洲外援的

天津队。本赛季河南男排以“96后”

球员为主，这是一支年轻的球队。

超级联赛为年度最重要、关注度最

高的国家级排球联赛，河南男排紧急

召回三名老将补充球队，在掌控比赛

等方面对年轻球员进行传帮带。牛

江表示，目前球队正在搜集分组赛对

手资料，争取打出河南男排最高水

平，取得开门红。河南男排队长李睿

说，希望通过参加这种全国大赛，让

队内的年轻球员得到更多锻炼机会，

河南男排将会一场一场力拼对手，打

出最好状态。

鉴于我市多年成功承办全国男

子排球联赛，本赛季的全国开赛仪式

将在南阳主场揭幕战前进行。喜爱

排球的球迷朋友可在比赛日当天，凭

自己身份证到体育中心南门，免费领

取门票，现场近距离观看我国排球项

目年度最高水平比赛。②11

中国男排超级联赛揭幕战将在南阳启动
我市球迷可免费看比赛

本报讯 （记者陈 琼 通讯员张

璐）日前，省公共机构节能工作第二

考核组莅临我市，对 2019 年度公共

机构节能工作进行实地考核。

近年来，全市公共机构节能工作

坚持以推进节约型公共机构创建为

主线，以能源资源节约为目标，坚持

主动作为，积极创新，深挖潜力，各项

工作快速推进，较好完成了省定人均

综合能耗、人均水耗、单位建筑面积

能耗下降的年度目标任务。

考核组对照《2019 年度河南省

省辖市、省直管县（市）公共机构节

能工作评价考核指标及标准》和《公

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考核评价

标准》，对我市公共机构节能工作材

料汇编逐项进行评估，查看了我市

能耗监控平台、公车平台、生活垃圾

分类设施，并随机抽取了镇平县进行

了考核。

考核组对我市公共机构节能工作

给予高度评价和肯定，要求进一步抓

细抓实，持续有力推动节约型机关建

设、生活垃圾分类等工作，为实现“十

三五”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目标作

出更大贡献，切实把中央关于生态文

明建设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②11

我市公共机构节能工作获省考核组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