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防栓穿上“新棉袄”
12月 5日，自来水维修工人冒雪为路边

的消防栓换上了“新棉袄”。

去年我市为 100多个消防栓套上美观的

防护罩，今年发现 30余个保护罩存在破损现

象，自来水公司购置了新的保护罩予以更换。

梁杨子 赵珊 摄

2018年 12月 6日
2版 星期四 彤旭黄：辑编 闻新合综

2019 年度党报党刊发行工作进度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通讯员 雷振东） 俗话说

“宁拆一座庙，不破一桩婚”，这个俗语在我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得到了

巧妙运用。11月 20日，我市一对夫妇到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协议离

婚，工作人员认真登记后告知他们：夫妻双方走到一起就是缘分，你们

可以再考虑一下，是否选择离婚预约登记。征得该夫妇同意后，工作人

员为他们办理了离婚预约登记手续，让他们在 12月 5日上午 10点来

办理正式离婚手续，回去后请慎重考虑。12月 6日，记者从工作人员处

获悉，该对夫妇经过慎重考虑后，重归于好，不再离婚。

近年来，我市婚姻登记处在办理大量协议离婚事件时发现，现场调

解后，男女双方的离婚意愿有时是可以逆转的。为了减少夫妻因冲动离

婚，通过长期从事一线婚姻登记工作积累的经验，市民政局根据婚姻服

务特点，确定由婚姻登记处试行离婚预约登记，利用预约时间为冲动型

离婚“降降温”。

“采用离婚预约登记的目的是让夫妻两人冷静思考。离婚预约登记

不是强制的，由申请办理离婚登记的男女双方自愿选择，对于婚姻完全

破裂、当事人意愿明确、手续完备的，婚姻登记处还是尊重其双方意愿现

场给予及时办理离婚登记。”市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张幽梅告诉记者。

据了解，夫妻双方如选择离婚预约登记，男女双方当事人需填一张

预约表，15天后由男女双方带齐证件、手续和离婚预约回执单，按照预

约的时间到婚姻登记处正式办理离婚登记。若预约登记的时间段男女

双方没来婚姻登记处办理，则预约登记自行失效，也就是说预约登记成

功起到了保护婚姻的效果。目前，已有 12对夫妻接受了离婚预约。

市人大常委会对城市规划管理工作专题询问会议召开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梁杨子） 12月 5日，市人大常委会

对城市规划管理工作专题询问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李运

平,市人大常委会领导胡洪献、杨辉星、王沧海、孙国正、潘广臣出席会

议。市领导范响立、李其祥列席会议。

市人大常委会委员、人大代表先后围绕居民生活用水、集中供暖

供气、城市停车、城市保洁、污水处理、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管理等 13个

方面，以一问一答形式，对政府相关部门提出询问。针对提出的问题，

参会的市水务局、交通局、国网汝州市供电公司、公安局交警支队、住

建局、城管局等单位负责人一一认真作答。会上，范响立代表市政府汇

报了全市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

市人民医院胸痛中心开展认证工作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侯晓蕾） 12月 5日，市人民医院

胸痛中心开展现场核查认证工作。认证现场，专家们认真核查相关文

件及数据资料，并现场演练胸痛患者紧急抢救、处理情况。中国胸痛中

心认证工作委员会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卢一郡教授，中国

胸痛中心认证专家、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罗素新教授和我市副

市长张平怀出席认证会。

市一中接受省级防震减灾科普示范校检查验收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马鹏飞） 12月 4日，省地震局刘

丽君、省教育厅潘俊立一行对我市一中申报的“省级防震减灾科普示

范校”检查验收。检查组实地察看了该校校园环境和防震减灾宣传橱

窗、展板，楼道安全标识，听取了该校负责人对防震减灾建设工作汇

报，并仔细询问了该校对地震应急预案、疏散演练和抗震设防工作情

况。市领导史清秀参加活动。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宋乐义 通讯员 杭高博） 12月

6日上午 8点，记者从市环保局获悉，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

办公室发布了关于解除我市重污染天气预警响应的通知。

通知显示：根据《河南省环境污染防治攻坚办关于解除重污染天

气预警的通知》和《平顶山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关

于解除我市重污染天气预警响应的通知》的要求，我市决定于 2018年

12月 6日 8时解除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

预警解除后，各乡镇（街道）、各园区管委会和市直有关部门将于

12月 9日前向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本次预警

响应的总结评估报告（企业落实情况、应对效果）。

据《关于重污染天气机动车限行通告》显示：当重污染天气预警等

级达到橙色预警（II级）或红色预警（I级）时，启动限行措施，时间为全

天（0：00—24：00），预警信息撤销后限行自动解除。

宁拆一座庙 不破一桩婚

市民政局采用预约登记为离婚“降降温”

我市重污染天气预警响应解除，同时———

机动车限行解除

截至 12月 6日下午 5点，已经完成缴款任务的单位有：市直

工委、陵头镇、工商联、技校、档案局、扶贫办、产业集聚区、统战

部、科协、纸坊镇、总工会、温泉镇、广电总台、信息中心、焦村镇、

庙下镇、风穴路街道、组织部、老干部局、财政局、农办、工信委、供

销社、市委督查局、林业局、商务局、洗耳河街道、住建局、钟楼街

道、小屯镇、宗教局、协作公司、骑岭乡、中医院、夏店镇、文物局、

杨楼镇、食药监局、云禅小镇管委会、政协、商业总公司、六社一

行、政府办、旅游局、煤山街道办、妇幼保健院、政府督查局、安监

局、物价局、信访局、纪检委、机关事务局、农机局、第一人民医院、

温泉小镇管委会、党校、米庙镇、司法局、第三人民医院、天瑞集

团、王寨乡、科教园区管委会、金融办、一高、市场发展中心、人大

办、行政服务中心、科技局、煤炭局、检察院、疾控中心、卫计委、二

高、妇联、公安局、汝南街道办?、农科所、质监局、寄料镇、物资公

司、大峪镇、发改委、商务中心区、统计局、文广新局、市委办、粮食

局、农发行、汝瓷小镇管委会、工商银行、党研室、城管局、市宾馆、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教师进修学校、团市委、交通局、中国人寿、临

汝镇、中国人寿、临汝镇、畜牧局、新华书店、教育局、残联、民政

局、编办、人防办、文联、蟒川镇、陆浑灌区、巡察办、审计局、国土

局、地矿局、体育局、人武部、农商银行、移民局、国资局、水务局、

长线局、卫生监督所、公积金管理中心、法院、消防队、医药公司、

实验中学、环保局、工商局、盐业局、农业局。

12月 5日，记者从市路灯管理所获悉，

广成东路景观大道亮化工程已于日前开工建

设，预计 2019年 3月份完工。

宋乐义 齐彩燕 摄

广成东路景观大道
亮化工程明年三月完工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朱梦文）“趁着今

天下雪，群众没啥事大都在家，咱们赶紧入户宣传，记住

说到点，说到位，最好能说到群众的心坎上，咱这创文工

作就算是干成了！”在风穴路街道塔寺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内，党支部书记李新育对大家要求道。

12月 5日，我市迎来了 2018年的第一场雪，更迎来

了创文工作的集结号。为了将创文工作切实落实到户到

人，塔寺社区两委人员冒着雪花，嘴里哈着热气，用冻得

通红的手抱着文明城市调查问卷再次逐户走访。

每到一户，他们就积极地向群众宣传我市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的基本知识，认真阐释重要意义，耐心地为群众

讲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的基本内涵，努力传播

志愿服务精神、未成年教育等创文知识。同时还收集了群

众对创建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解答了他们对创文工作的

疑惑，让大家对创文工作有了更多的认同和支持，获得了

群众的一致好评。

“创文明城市，这是好事，现在出去路也不堵了，

地也干净了，到处整整齐齐，出去坐个公交车，年轻人

都慌着给俺让位，中，真是中！”八十多岁的老奶奶给

出了汝州人最地道的评价。

风穴路街道见缝插针宣传创文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宋乐义 通讯员 裴学功） 12

月 5日，鹅毛般的雪片漫天飞舞，

寒气逼人，市环保局环境监察人

员冒雪对蟒川镇李欣养鸡场、益

许养猪场等畜禽养殖企业进行现

场检查。

环境监察人员先后来到企业

晾晒棚、储粪池等部位现场察看，

并根据企业养殖规模核算晾晒

棚、储粪池的面积及建设是否符

合环境保护工作要求。

“要严格按照环保要求，规

范晾晒棚和储粪池的管理，同时

要做好雨污分离工作，进一步提

升企业污染防治工作能力。”现

场检查后，监察人员要求企业负

责人在现场检查记录本上签字，

并对企业污染防治工作进行了

现场指导。

顶风冒雪现场检查只是环保

人日常工作的一个片段，为了生

态环境的持续改善，环保局对各

类企业从严监管，采用高频次的

日常巡查、突击检查、零点夜查、

蹲守取证、联合执法等手段，严厉

查处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督促

企业严格落实环保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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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通讯员

张素丽） 12 月 3 日，市城管局综合执法一大队对

双拥路一处外墙高空户外广告予以拆除。

双拥路因一处楼体违规搭建了高层大型户外广

告，附近其他商户也想跟风。为遏制这种势头，当日

该局综合执法一大队对这处存在安全隐患的高空

户外广告进行拆除。拆除前，综合执法一大队全体

出动实地勘查，通过耐心细致的解释，做通了商户

思想工作，让商户认识到擅自违规设置户外广告的

危害性及存在的隐患。拆除过程中，因该处广告距

地面有近 4 米高、最高处高达 20 米，下方不时有人

员走动，拆除难度非常大，所以执法队员在商户的

配合下找来工人对高空户外广告进行拆除。为保障

行人安全，执法队员在楼下拉起了警戒线并在楼下

巡逻。经过几个小时的艰苦奋战，这处户外广告终

于被清除。

城管局拆除一处违规户外高空广告

创 建 全 国 文 明 城 市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郭莹莹） 日

前，市物业办组织督导组对 33个物业小区创文工作进

行连续性动态检查督导，8个小区工作积极，成效明

显，受到表扬。

检查督导以小区环境卫生、绿化、车辆停放、私拉乱

扯等现象作为整治重点。其中碧桂园小区、圣庄园小区、

东悦城小区、万基名家小区、普罗旺世小区、凤凰城小

区、誉发大厦和御香山小区工作积极，在文明城市小区

创建过程中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保持小区环境优

雅、卫生干净、车辆停放整齐、志愿者服务站配备齐全。

下一阶段，督查组将不定时督查住宅小区的文明

创建工作，针对整改不到位的物业小区下发整改通知，

限期整改，并根据督查结果实施奖惩措施，让广大业主

切实感受到创文带来的实惠。

八个小区创文受表扬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
营战） 如今在汝州街头，每天都可

以看到一位位穿着黄黑蓝相间制服、

头戴威武头盔的铁骑队民警，开展不

间断巡逻，处置现场突发事件，维护

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这是我市公安机

关持续推进改革、全方位服务汝州百

姓的一个缩影。

今年初以来，市公安局按照平顶

山市公安局基层基础攻坚工作“一年

破难题、两年上水平、三年大跨越”的

指导思想，围绕“四提升一下降”工作

目标，各项改革深入推进。投资近亿

元的汝州市看守所建设项目有序推

进，投资 500万元的汝南产业聚集区

公安检查站顺利奠基开工建设；投资

500万元为基层所队购置了 25 辆警

用电动巡逻车，购置 20辆铃木 250

摩托高标准组建铁骑队队伍，10辆春

风 650大功率摩托车即将购回；购置

大型运兵车一辆。投资 300万元为全

局配发 801部警务通终端，投资 30

万元建成动态人像点位 201处，通过

人像比对抓获各类逃犯 40余人。“一

标三实”涉及的各项数据完整率和规

范率均达到 100%。持续加强“一村一

警”工作，顺利完成 75名民警、150名

辅警进驻村两委工作，建立微信群

552个，治保会 495个，治保会成员达

到 2201 人，治安信息员达到 20757

人，巡逻队 495 个，巡逻队成员 2525

人，超额完成平顶山市公安局下达的

目标任务。

市公安局按照国务院“放管服”

改革要求，服从大局，深入推进公安

改革，成立行政审批科，将车驾管、出

入境、户政业务窗口搬至市民之家，

率先开通涉及 7个警种 72项“就跑

一次”便民服务业务，先后在市人民

医院、汝南街道建立机动车驾驶人、

机动车登记“警医”服务站，强化“互

联网 +”思维，推行网上办理、预约办

理、轻微交通事故快处快赔，网上办

理业务总量突破 10万件。用实实在

在的行动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提供

更加优质高效服务，得到了社会各界

的广泛赞誉。

“2018年，汝州市公安局在市委、

市政府和平顶山市公安局的正确领

导下，按照省厅党委确立的‘1+3+5'

的总体公安工作战略布局，坚持以党

建为统领，围绕‘三个一流 '‘三个提

升 '的总体思路，牢记职责使命，深入

推进‘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高质量推

动‘五个公安 '建设，奋力推动各项公

安工作晋位争一流、进位次，在全平

顶山市公安机关整体工作绩效考评

中位居第一名，扫黑除恶工作第一

名，为谱写汝州市现代化建设新篇

章，营造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公平

正义的法治环境、优质高效的服务环

境作出了应有的努力和贡献。”市公

安局局长祁明安表示。

深化改革练就铮铮铁骨
市公安局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