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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杨万里 通

讯员张 群）近几年，随着我

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

消费也呈现新趋势。据市统

计部门近期公布的相关数据

显示，今年前 4 个月，我市居

民在扮美、智能等以“用”为主

的消费方面呈快速增长态势，

一些中高端商品成为不少市

民眼中的热销品。

“买智能手机，购珠宝，

换智能电器，近两年，我市有

关智能消费、美丽消费的需

求十分旺盛。”市统计局相关

人员告诉记者，自 2017 年前

后，我市社会消费持续向中

高端方向迈进，智能化、高科

技化消费明显，居民的消费

已经从“吃”和“穿”转移到

“用”上。

以今年前 4 个月居民消

费为例，我市粮油类消费累计

增长 19.8%，饮料类消费累计

增长 20.9%，烟酒类消费累计

增长 29.4%；服装类、鞋帽类、

针纺织品类消费增长 22.9%，

但居民这些用于“吃”“穿”的

消费相较“用”的方面消费，其

增速明显处于“下风”地位。

数据显示，今年前 4 个

月，我市升级类商品快速增

长，居民消费主要指向中高档

商品、文娱类商品和精神享受

型产品，扮美消费、智能消费

和文化消费等消费增长“抢

眼”，高品质、智能化、个性化

产品逐步成为消费的新趋势，

智能电器等成为居民家庭消

费“新宠”。具体表现在日用

品类穿戴、智能设备累计增长

264.3%，金银珠宝类累计增

长 21.8%，智能家用电器和音

像器材累计增长 25.5%，通信

器材类中智能手机累计增长

20.7%。

“此外，近两年我市居民

消费还呈现网络化购物快速

增长等新的特点。”相关人员

表示，近几年，我市以网上购

物为主的新网民开始逐步增

多，以 40 岁以下居民为例，

约 7 成这个年龄段居民，有

最少 20%的日用品从网上购

得。同时，我市以网上零售

为主的新兴业态也出现快速

增长，从限额以上商品类值

看，今年前 4 月份我市通过

网络实现零售额达 24350.1

万 元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28.6%。②7

我市居民消费从“吃”“穿”转移到“用”上

扮美、智能等消费增长“抢眼”

我市举行庆“六一”暨“代理妈妈”公益行动

相伴成长，用母爱护梦前行
本报讯（记者于晓霞）欢

歌快舞童心飞扬，大手小手温

暖相牵。5月 29日，南阳市庆

“六一”暨“代理妈妈”公益行

动在市老干部活动中心礼堂

举行。市领导曾垂瑞、庞震

凤、王黎生参加。

“我们欢乐的笑脸，比那

春天的花朵还要鲜艳……少

年少年，祖国的春天……”，

上午 8 时 30 分，在孩子们欢

快的歌舞中，我市庆“六一”

暨“代理妈妈”公益行动拉开

了帷幕。

10张稚气的小脸溢满笑

容，与“代理妈妈”们亲切相

拥……在活动现场举办的 10

名小朋友和 10位“代理妈妈”

结亲仪式上，10位新“代理妈

妈”给她们代理的“儿女”送上

了书包和图书，10 名小朋友

也亲手为“妈妈”们系上了心

爱的红领巾。这一刻，大手牵

小手，温情暖童心，也感动了

现场所有人。

“让贫困孩子读好书，多

读书，我们深圳网佳创投有限

公司美育项目部南阳中心义

不容辞，愿意担当！”在公益行

动现场，爱心企业家丁立峰向

贫困孩子捐赠 2000余册价值

5万元的图书，鼓励他们读书

励志，读书长才。

市委副书记曾垂瑞在讲

话中对市妇联持续开展了 22

年的代理妈妈行动予以充分

肯定，并希望各级党委政府

要更加重视少年儿童工作，

要特别关注残孤儿童等特殊

群体，让所有儿童共享社会

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在同一

片蓝天下健康成长；希望社

会各界齐抓共管，进一步优

化 儿 童 健 康 成 长 的 社 会 环

境；希望广大少年儿童要树

立远大理想，系好人生的第

一粒扣子，养成优良品德，锻

造过硬本领，以优异的成绩

报答家人的期望、社会的关

爱、祖国的培养。

据悉，自 1997 年市妇联

倡导开展为贫困儿童寻找“代

理妈妈”活动至今，已发动社

会近十万名“代理妈妈”，资助

贫困孩子 5 万多人次。今年

以来，全市又有 2000 多个单

位、个人和企业加入到“代理

妈妈”队伍中来，捐建圆梦书

屋、捐赠各类图书及学习用品

价值数百万元。②7

本报讯（记者杨天骄）夏

季来临，针对市民反映和投诉

集中的露天烧烤、夜市摊点油

烟无序排放等问题，为全面贯

彻落实打赢蓝天保卫战的决

策部署，市污染防治攻坚战领

导小组日前出台《南阳市中心

城区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专

项治理实施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市城市管理部门昨

日召开全市城市建城区餐饮

服务业油烟污染防治骨干培

训会，分析当前城市餐饮服务

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研究部

署应对措施。

研究表明，餐饮油烟对城

市空气污染的贡献率超过了

10%，与工业废气、机动车尾

气一起被视为城市的三大“污

染杀手”，广大市民迫切希望

及时有效地治理油烟排放问

题。《方案》要求，通过四区政

府（管委会）统筹协调，城管部

门牵头，生态环境、市场监督、

公安部门通力配合，中心城区

餐饮服务单位油烟净化设施

安装率、正常使用率、排放达

标率要全部达到 100%，建成

区内全面覆盖，完善责任分包

落实到人的健全餐饮油烟网

格化管理体系。

此次专项整治时间自即日

起至 8月 31日，整治范围为中

心城区高速合围以内(含新城

区和高铁片区)从事餐业经营

的服务单位，包括餐馆 (含酒

家、酒楼、酒店、饭店、露天烧

烤)、快餐店、小吃店、饮品店、

企事业单位社会团职工食堂，

寄宿式中小学、幼儿园、大中专

院校食堂，大型商业设施等城

市综合体内的中央厨房及集体

用餐配送单位等。

会议要求，各县市区城市

管理部门要依据《河南省大气

污染防治条例》等内容，提请所

在地政府抓紧制定本地餐饮服

务业油烟污染专项治理工作推

进方案，于 6月 15日前将方案

报市城市管理局备案，成立工

作专班，明确责任人，配备相应

执法人员。同时，对辖区内餐

饮服务单位进行拉网式排查，

逐路逐店、登门入户，逐一登记

造册、建立档案，力求做到底数

清、情况明。

《方案》指出，此次专项整

治中，对未依法办理环境影响

备案的，责令备案，处 5万元以

下罚款。对未安装油烟净化设

施、不正常使用油烟净化措施

或者未采取其他油烟净化措

施，超标排放油烟污染物，责令

改正，处 5000元以上 5万元以

下罚款。6月 15日后，拒不改

正或整改不到位的，责令停业

整改。在居民住宅楼内、未配

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

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

邻的商业楼层新建、改建、扩建

产生油烟的餐饮服务业项目，

责令改正；6月 15日后，拒不改

正或整改不到位的，予以关闭，

并处以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

下罚款，对油烟净化设施不正

常使用，或擅自拆除、闲置油烟

净化设施的，要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从重处罚；对阻挠执法人

员执行公务的，移送公安机关

处理。

当日，在学习大气污染防

治及餐饮油烟污染治理相关法

律法规后，进行了现场执法演

示。②7

即日起至8月31日，中心城区开展
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专项治理

全市联动防治油烟污染

日前，市气象局开展“三夏”气象服务工作，积极与农业农村部门会商联动，制作、发布“三

夏”期间农用天气预报，向农机手和农民群众及时发送小麦气象信息和机收市场信息等。图为

气象服务人员在田间地头发放“三夏”专题气象服务材料。②7
本报记者 周 梦 通讯员 谷玲果 摄

“三夏”气象服务

本报讯（记者高 雪 通

讯员孟得会）5月 28日，卧龙区

关工委、区文明办、区教体局、团

区委、区妇联等6部门联合发布

卧龙区2019年首批“新时代好

少年”先进事迹。卧龙区各中小

学校德育副校长及第十四小学

师生共700余人参加活动。

发布仪式上，李赛男、马伟

耀 等 10 位 学 子 荣 获 卧 龙 区

2019 年首批“新时代好少年”

称号。这些青少年典型是在卧

龙区各中小学校广泛开展“新

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活动中

通过层层推荐产生的。他们中

有自强不息的阳光女孩李赛

男，有变废为宝献爱心的马伟

耀，有最美爱心女孩李藻儿，有

拾金不昧、传承美德暖人心的

杜秉柬，有勤奋好学好少年刘

政彤，有积极参与志愿活动的

鲁竞怿，有自信自立的孙靖雯，

有环保小卫士高雪浩，有以心

写孝、用善成长的陈诺贝，有不

向命运屈服、坚强少年张铭泽。

活动中，卧龙区2019年首

批“新时代好少年”代表作事迹

发言并宣读《扣好人生第一粒

扣子 争做新时代好少年》倡

议书。②1

卧龙区2019年首批“新时代好少年”发布

10位学子入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