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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旗县：

拨动民生弦 奏响幸福歌
本报讯（特约记者

申鸿皓）“学校办在家门
口，出门就能坐公交，医
保看病少花钱，老了还
发养老钱，政府想得周
到，这一件件好事都办
到了俺的心坎儿上。”12
月 20日一大早，家住社
旗县城新区的市民李玉
记，目送孩子走进实验
学校的大门后，就跨上
了公交车。

为缓解学校大班额
压力，方便适龄儿童就
近入学，今年秋期，该县
投资6500万元的实验学
校投入使用，从幼儿园
到初中，设计144个教学
班、可容纳 7500名学生
就读。就近入学有保
障，出行办事更方便。
从 12月 1日开始，社旗
正式开启“公交模式”，
20辆纯电动公交车、2条
循环线路，群众只需一
元钱就可以游遍全城，
绿色出行，低碳环保，安
全舒适又方便，为“美丽
社旗”建设增添了浓墨
重彩的一笔。

拨动民生弦，奏响
幸福歌。从农村老人享
受社保都能吃得饱、穿
得暖、住得好，到“两免
一补”让孩子们免费接
受义务教育；从“花小
钱、看大病”的城乡医疗
保障，到让更多城乡居

民住上宽敞明亮的房
子；从保证群众的饮食
用药安全，到让群众享
受畅通便宜的公交服
务；从让困难群体生产
生活有保障，到让更多
的群众在家门口就业赚
大钱……社旗县把一件
件实事办到民生最需
处、最想处、最急处，人
民群众得到了真真切切
的实惠。

悠悠万事，民生为
大，把有限的资金重点
投向民生领域是该县决
策层的共识，也是民心
所向。近年来，该县财
政用于教育、就业、社会
保障和医疗卫生等民生
领域的支出比例逐年增
加，已累计投入 56.9亿
元；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完
善，保障水平持续提升，
新农合参合率稳定在
99%以上，县乡村三级医
疗卫生服务体系逐步健
全，全县农民实现了“小
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县”；
建成各类保障性住房1.5
万多套，改造农村危房
1.2万户；新增校舍面积
21万平方米，教育基础
设施不断完善，教学质量
全面提升；大力实施精准
扶贫，至2015年底，有56
个村完成了整村推进任
务，农村贫困人口净减
少7.5万人。①2

本报讯（特约记者刘理政 通讯
员何毅波）镇平县石佛寺镇全面管控
燃煤散烧，建立台账，加强整治。截至
目前，全镇发放宣传资料2000多份，
排查出1处散煤销售点、46户使用散
煤的商户和单位，散煤销售点已经被
取缔。

该镇成立燃煤散烧管控办公室，
明确职责分工。召开班子成员、包村

干部和各村支书专题大会，传达上级
文件精神，下发工作方案，充分利用网
络平台、微信公众号和发放宣传彩页、
悬挂横幅的形式，宣传燃煤散烧治理
的重要意义，提高群众环保意识、自律
意识。同时，全面组织各村、各单位开
展散煤销售点排查，彻底查清辖区内
散煤销售点的分布、销售情况，建立台
账；对辖区内所有单位及农户冬季散

煤使用情况实地调查，掌握散煤使用
的类型、使用量等情况。该镇还组织
环保所、农房所、土地所和工商所等部
门联合执法，对排查出的无照、无手续
散煤销售点强制清理取缔，达到场清
地净。

该镇成立了督查组，依据方案确
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定期通报，严格追
责工作不负责整改不彻底者。①2

镇平石佛寺：管控燃煤散烧

本报讯（特约记者陈国阳）为确
保贫困户脱贫质量，做到精准脱贫，
12月20日，唐河县召开入户核查工作
动员会。

唐河县扶贫办特别制作唐河县贫
困户核查表。贫困户核查表登记以下
内容：户主基本信息、家庭年人均纯收

入、两不愁三保障内容及户主、帮扶责
任人。家庭年人均纯收入=[工资性收
入+生产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
性收入－生产经营性支出]�人口。贫困
户精准脱贫，不仅要考虑预脱贫贫困户
家庭年人均纯收入，还要考虑两不愁三
保障。并且，只有贫困户同意自己脱贫

并签名，才能确定贫困户真正脱贫。
贫困户脱贫事关脱贫攻坚大局，

事关精准扶贫成效。涉及单位高度
重视，组成三人核查小组，进村入户，
一户一户算好账，签好字；贫困户核
查表一式三份，贫困户、帮扶责任人、
所在乡镇各存一份入档。①2

唐河县：核查登记脱贫户

本报讯（记者曹立峰 通讯员
王雪雷）元旦、春节将至，为确保“双
节”前夕新野县社会治安大局稳定，
22日至25日，新野县公安局治安大队
联合特警大队、网监大队、消防大队
民警对网吧、宾馆、KTV等重点行业
进行治安大清查，并组织15个派出所
对加油站、输油管道、银行网点、寄递

物流等重点场所进行大检查。
清查中，民警重点加强管理宾馆

旅客实名登记，要求各宾馆、旅店前
台工作人员认真填写旅客登记表，做
到填写内容与旅客所持证件一致，无
错漏，及时上传到旅客住宿信息平台
上。同时，要求各宾馆、旅店依法依
规经营，坚决杜绝宾馆、旅店成为“黄

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的滋生地。民
警还对油、气、水、电等单位进行清
查，消除了个别单位存在的怠倦意
识，并与相关负责人签订了治安责任
书。

此次大检查发现治安隐患31处，
下发限期整改通知书26份，当场整改
19处，责令限期整改15处。①2

新野县:打造平安环境

敬告：使用本报分类信息请供需双方认真核实有关证明材料，签订有效法律合同。

房 产 搜 搜 搜
广告咨询电话：63136669

售 房
△张衡东路丰源小区

商品毛坯房，二室二厅，
110平方米，市政供暖，
后期费用全清，低价急
售。
电话：13837778278
△建设东路凯旋城商

铺23平方米，售价39万
元。
电话：13837700625
△中建小区（13中附

近）有60平方米单元房
一套出售。
电话：18625607067
△首付12万，市民服

务中心北孔明路滨河花
园，3室2厅，123平方米
中间楼层。同心家园。
电话：15538438686

售 房
△工业路科协家属院

单元房（南都宾馆北30
米路东），三室二厅103
平方米2楼，14小、13中
附近，大市证，价面议。
电话：13513779969
△工业路中段，精装

写字间180平方米，视
野宽，全齐。
电话：18623990293
△火车站时代城，3.6

米层高，商住五证齐，首
付16万起。
电话：15938821575
△首付 10万，大市

证，三室一厅，90平方
米，滨河路药厂家属
院。同心家园。
电话：15538435656

售 房
△1.裕华商城 6楼

123.56平方米，办公居
住均可。2.中州东路易
昌小区6楼189平方米，
物业低，停车免费。
电话：18739019999
△白河桥南头西300

米，机关家属院4楼160
平方米，双气，大市证，
欲售；人民路机关家属
院4楼76平方米，大市
证，欲售，价面议。
电话：15937766668
△首付10万，四室两

厅双卫，通风采光，大市
证，独山大道与信臣路
交叉口附近种子站家属
院。同心家园。
电话：15538435959

售 房
△首付16万，市证，

四室一厅，可做三室二
厅，150平方米，南北通
透，高层电梯新房 11
楼，仲景路信臣路口三
杰盛世城。同心家园。
电话：15538432727
△首付9万左右，大市

证，可按揭，73平方米，
三楼，一高对面书香水
岸小区。同心家园。
电话：15538437373
△首付 15万，2室 2

厅，100平方米，17楼，
正南户采光好，小区安
静宜居，建设东路新一
高向东星旺家园。同心
家园。
电话：15538432929

售 房
△首付20万，大市证，

三室二厅双卫，南北通
透，一梯两户，电梯房，
建设路与文化路交叉口
文秀花园。同心家园。
电话：15538432929
△首付 18万，大市

证，八一大民都市92平
方米 2室 1楼，房新院
大。同心家园。
电话：15538437171
△4小22中附近2室

2厅103平方米，稀缺楼
层，精装修，房新院大环
境好，停车免费，首付15
万即可入住，红庙路附
近小区。同心家园。
电话：15538431515
△首付25万，校场路

白河桥北，大市证，大三
室二厅双卫，165平方米，
电梯河景房，房新，有地
下车位，南阳四座大桥尽
收眼底。同心家园。
电话：15538435858

售 房
△首付 10万，大市

证，95平方米，两室两
厅，房新有停车位，精装
修，长江路理工学院西
边不远。同心家园。
电话：15538435050
△首付 10万，大市

证，可按揭，120平方米
三室两厅，八小、实验中
学附近，精华东路宛城
妇幼保健院对面广厦3
号小区。同心家园。
电话：15538437979
△首付15万，市证，

经典三室两厅，129平方
米，黄金2楼，距白河一
步之遥，居家养生首
选。白河桥头外贸小
区。同心家园。
电话：15538436161
△首付 25万，大市

证，四室两厅，168平方
米，一高附近审计局家
属院。同心家园。
电话：15538432828

售 房
△首付 12万，大市

证，83平方米，三室一
厅，南北通透，独山大道
与建设路交叉口中城建
小区。同心家园。
电话：15538439797
△独山南民房，两层

全框架，1300平方米，
可分割低价急售。
电话：13607633088
△首付15万，大市证，

电梯房，毛坯116平方
米，市政供暖，距新十五
小近，张衡路孔明路口
附近小区。同心家园。
电话：15538438787

急 售
七一路市委旁同乐

新城两室 82平方米，
62万元，大市证，可按揭。
电话：15738090666

求购房子
一次性付款，要求

有大市证。
电话：155384365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