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人民医院再创一项省级荣誉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刚鑫雨 通讯员 朱琳琳） 9 月 2 9
日上午，陵头镇政府在因灾房屋受损群众家中举行了住房灾后重建开工

仪式。

据介绍，“7·20”暴雨洪灾发生后，陵头镇党委政府面对严重的自然灾
害，不等不靠、积极应对、科学调度，动员全镇上下齐心协力，迅速开展灾

后恢复重建工作。在灾后危房重建工作中，积极开展灾后农村危房改造动

态监测，第一时间将人员转移到安全住房，及时核定群众住房因灾致危情

况，及时纳入灾后农村危房改造计划，为群众排忧解难。并强化保障工作，

要求施工企业精心设计、严格施工，既要加快施工进度，更要保证房屋建

设质量，按要求高质量完成灾后危房重建任务，把好事办好。

目前，该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灾后有严重受损房

屋的群众已全部妥善安置。经过陵头镇倒房重建工作专班的逐户摸排并

征求群众意见，53 户倒房户中，确定重建的农户 51 户，其中 4 8 户已选好
场地，23 户已开始动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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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召开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规划评审论证会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刚鑫雨） 9 月 30 日，我市召开国家现

代农业产业园建设规划评审论证会。会议邀请中国畜牧业协会猪业分会

副主任石守定、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畜牧处处长张全勇等国家、省和平顶山

市畜牧行业领导专家，对我市现代农业产业园规划设计进行评审，就进一

步完善规划设计方案听取专家组意见。市领导陈淑雅、黄彬、康乐、杜占

广、李鑫琪、翟礼明、姜新夏、鲁武国、朱同正、康凯参加会议。

市领导检查指导基层武装部规范化建设及民兵整组工作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浩然 通讯员 于俊鸽） 9 月 29

日，市人武部部长梁建文到紫云路街道，实地检查指导基层武装部规范化

建设及民兵整组工作开展情况，要求继续深入开展民兵队伍调整建设，进

一步推动民兵建设工作长足发展，为全面完成基层武装部规范化建设打

下良好基础。

汝州经开区举行迎国庆系列庆祝活动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宋乐义 通讯员 王德伟） 9 月 29

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 2 周年，向平顶山市第十次党代会献礼，
汝州经开区隆重举行迎国庆系列庆祝活动。市领导姚军柱、韩建国出席活

动。经开区管委会、汝南街道和 1 2 家企业职工共 500 余人参加活动。

市领导检查指导煤矿安全工作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陈晶） 9 月 2 9 日，市政府副市长郑华

永带领政府办及煤监局工作人员，先后来到瑞平煤电张村矿、蜈绍窝煤矿

实地检查指导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察看矿井调度中心等重要场所，听取煤

矿企业负责人就国庆期间安全生产部署、矿井安全隐患排查和煤矿机械

化、智能化建设进度等情况的简要汇报。

又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宋乐义 通讯员 郭峰） 9 月 2 8 日，市
政府副市长李鑫琪带领政府办及煤监局工作人员，来到郑煤复盛、郑煤永

泰等煤矿企业实地检查指导煤矿安全生产工作。

市政协调研河道治理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亚萍） 9月 29 日，市政协党组成员姜

新夏带领部分政协常委、委员及相关单位负责人到洗耳河北环路桥上游橡

胶坝、城市中央公园、滨河公园、北汝河六号橡胶坝、蟒川镇半扎村水系等

地调研河道治理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市政府副市长李鑫

琪参加调研。

市政协调研农业机械推广应用工作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亚萍） 9 月 29 日，市政协党组成

员姜新夏带领部分政协常委、委员及相关单位负责人到河南金宇农化有

限公司、市红岩报废汽车回收有限公司、市老广农机专业合作社、市喜

耕田农机专业合作社调研农业机械推广应用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市政

府副市长李鑫琪参加调研。

市领导到煤山街道督察环保整改落实情况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浩然 通讯员 毛远恒） 9 月 29

日，市领导郭文源深入煤山街道，实地察看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问题整改

落实情况。在石油公司西侧沙场、石油公司家属院和种子公司南侧居民

区、富盈街等地，郭文源详细了解了交办问题的整改处置情况，并就群众

反映问题逐一进行检查，提出整改要求。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
伟 通讯员 王丹涛） 国庆佳节将至，

为进一步营造整洁优美的市容环境，市

城管执法局多措并举开展市容环境综合

整治行动，以亮丽的面貌喜迎国庆。

加强违法建设查控。为防止违建者

存在利用节假日期间抢建偷建侥幸心

理，该局组织安排专人巡查队伍，加大巡

查管控力度，对重点村居、重点部位实行

无缝隙巡查，对违法建设苗头性问题安

排专人值守，将违法建设治理纳入常态

化、制度化管理，对顶风抢建的违法行为

施行露头就打，严控严查、即查即拆，绝

不姑息，坚决快速拆除。

优化市容秩序管控。强化流动摊点

管理，坚决取缔违规占道流动摊点，便民

摊点明确经营时间、经营业态，做到有序

摆放、摊收场清地净。加大对违法占道经

营、乱堆乱放、占道施工、非机动车乱停

放等行为的治理力度，尤其对重点路段、

游园广场、商业圈、农贸市场周边管控到

位。加大“门前五包”管理力度，督导商家

切实落实责任。加强户外广告和户外促

销管理，开展各类陈旧破损户外广告和

标语横幅清理工作。加大查处未经备案

和未按要求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

提升静态交通管理。为营造有序停

车秩序，避免国庆期间返汝车辆较多造

成交通拥堵，该局提前安排人员对临时

停车位、路口禁停标识等标识线重新施

画。加大违停治理，对城区重点区域路段

违停车辆持续进行集中治理，强化车辆

停放秩序管控，对车主在执法人员证据

固定时及时到达现场挪移车辆的，可在

微信朋友圈集赞 50 个后予以放行；对严
重影响交通的违停车辆现场进行拖移，

确保交通畅通。

强化环境卫生管理。突出抓好城区主

次干道、景观地段、交通节点、公共广场等

重点区域环境卫生管理。开展城市清洁活

动，对城区各类岗亭、公交站台、垃圾箱等

公共服务设施进行全面清洗，及时清除各

类违规张贴或喷涂的小广告。加强公厕保

洁，适当延长开放时间，对节日期间人流

量较大的公厕实施跟踪保洁。

严控扬尘污染防治。结合当前大气

扬尘污染防治工作要求，市城管执法局

将各建筑工地扬尘治理工作监管责任划

片落实到人，并坚持全天候蹲点值守，对

城区各建筑工地、商砼站以及渣土清运

车辆进行全方位巡查监管，力争做到发

现问题立即整改，从而推进扬尘治理工

作常态化、长效化监管机制。

加强文明养犬管理。为创造良好的

生活环境，该局集中开展流浪犬、无主犬

捕捉收容和不文明养犬行为纠正劝导专

项整治行动。对行动中发现的未拴绳、未

办理犬证的各类犬只，一律予以收容；对

不带犬牌、养犬人没有携带铲屎工具的，

当场给予批评教育，监督其现场整改。

开展噪音扰民治理。加强公共区域

健身娱乐活动巡查频次，重点加大对火

车站、汝州剧院、市工人文化宫游园、地

矿游园、法行寺塔游园等广场、游园和主

次干道的巡查力度，减少噪音扰民现象

发生。开展健走团噪音扰民专项治理，加

大巡查和现场劝导力度，杜绝扰民问题

再次发生。

截至目前，该局已累计取缔占道流

动商贩 1 05 起，规范门头牌匾安装 4 起，
治理违规户外宣传 1 0 起，治理违规散发
小广告 2 起，巡查工地 1 4 1 次，查处违规
建筑垃圾运输 6 起，教育劝离车辆违停
1 4 4 6 起，拖移严重占道违停车辆 1 1 台，
捕捉未牵绳犬 2 7 只，受理处置犬只扰民
类举报 9 起，查扣高音音响 1 台。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宋乐义 通讯

员 李为体） 为切实做好我市国庆期间燃气安

全生产工作，保证人民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

安全的节日，近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组织专

人，对全市管道燃气和辖区各液化气站、加气站进

行了全面安全检查。

据了解，这次主要检查了各单位在国庆节前

的安全自查、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隐患排查等情

况，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现场下发整改通知书。对

于检查中发现的隐患，能整改的立即整改，不能立

即整改的，燃气企业必须指定专人负责，采取有效

措施，限期整改。对于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且不及时

进行整改的，或者整改不到位的企业在复查中一

旦发现，将责令立即停止经营。

通过这次检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进一

步加强了管道燃气企业和各液化气站、加气站

对燃气安全生产重要性的认识，牢固树立“安全

第一、预防为主”的思想。同时，还要求各燃气经

营单位认真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加强安全

巡视和燃气安全管理，加强各地燃气安全用气

知识宣传。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浩然）

“这些书画作品各具特色，彰显了我们传统文

化的魅力，就拿这个毛笔字来说，苍劲有力，

非常有特色，用这种方式来歌颂我们祖国，歌

颂我们的党，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9 月 29
日上午，米庙镇文化站里翰墨飘香，热闹非

凡。米庙镇及周边乡镇书法绘画爱好者一边

欣赏展出的精美书画作品，一边兴致勃勃地

议论着。

当天上午，“翰墨丹青颂祖国”汝州市庆

祝新中国成立 7 2 周年书画精品展暨市书法家
协会米庙分会揭牌仪式在米庙镇文化站举

行，市文联、米庙镇、市书法家协会、市美术家

协会负责同志及周边书画爱好者们到会祝

贺。

活动现场，书画爱好者们挥毫泼墨，以笔

墨凝聚深情，将对党和国家的热爱之情凝聚

笔端，以清新高雅的作品描绘着美好的生活，

作品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充分表达了大家热

爱祖国的深厚感情。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陈晶） 记者日前从市气象局

了解到，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预计国庆假日期间，前期全市以

晴天间多云天气为主，中后期多阴雨天气，气温呈下降趋势。3 日
下午到 7 日，我市以阴雨天气为主；4 - 7 日，全市偏北风 4 级左
右、阵风 6~7 级；6- 7 日我市气温较前期明显下降，最高气温 1 7℃
~20℃。

降雨天气易导致道路湿滑，雨后能见度低，加之前期我市降

水偏多偏强，土壤严重饱和，极易引起滑坡、坍塌等地质灾害，提

醒大家出行游玩加强防范，做好防风保暖，也要及时关注最新预

报预警信息。

针对农业方面，建议农民朋友抓住国庆节前期晴好天气抢

收、抢晒，颗粒归仓。目前我市土壤水分处于饱和状态，3- 7 日阴
雨天气将进一步加重农田渍涝程度，影响秋收及腾茬进度，各地

应及时排出田间积水，做好排涝散墒工作，降低农田湿度，确保秋

收腾茬进度，为麦播打好基础。

近日，钟楼街道中心幼儿园组织开展以“喜迎国庆 共唱繁

荣”为主题的国庆节活动，通过共唱一首歌、制作手工等方式让幼

儿体会到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萌生民族自豪感和对祖国的热爱

之情。 张亚萍 摄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为切实增强少先队组织的先

进性，提升少先队辅导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水平，在第 7 2 个少先队建队
日来临之前，由共青团汝州市委、汝州市少工委联合举办的 202 1 年全市
少先队辅导员线上培训会于 9 月 29 日举行。

本次培训会为期一天，采用线上网课的形式进行。各乡镇街道，市直

学校的大、中队辅导员共计 4 00 名老师参加了此次线上培训活动。市委党
校讲师张纯纯、平顶山市少先队总辅导员赵冰莹、汝州市实验小学大队总

辅导员兰伟娜、汝州市王寨乡胡庄小学大队辅导员郭新萍等 4 位老师，重
点围绕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话精神、省少代会精神、少先

队工作主责主业、少先队活动案例示范及应用等内容进行专题辅导，帮助

我市少先队辅导员提升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 连日来，大峪镇组织水利工作人员协调各村
“两委”，对辖区内的水库、堤防、水井等进行全面检

查，认真核实水利工程设施水毁情况，及时制订水毁

修复方案，建立水利工程设施修复台账。突出重点，按

轻重缓急列出修复时间表，全力以赴抓好水毁工程设

施修复。积极落实水毁修复保障措施，尽力拓宽水毁

修复资金渠道，优先安排、重点保证较大和较重要的

水毁修复项目。针对水毁工程暴露出来的问题，采取

强有力措施，加强对水毁修复工程的质量监管，严格

履行验收程序，确保水毁修复质量。 郭营战
● 近日，风穴路司法所组织社区矫正对象参加文

明城市创建公益劳动，增强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责任

意识。活动中，社区矫正对象积极主动参与环境卫生

整治，仔细清扫绿化走廊、捡拾背街小巷白色垃圾，他

们分工合作，相互配合，全身心投入到劳动中。街道司

法所工作人员同社区矫正对象交心交流，了解近期的

生活和思想情况，号召社区矫正对象积极主动参与社

会各类志愿服务活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回报社会。

刚鑫雨
● 为进一步服务好游客，给游客创造一个安全快

乐的国庆假期，9 月 28 日，省级科普基地九峰山景区
邀请医护人员到景区开展医疗安全知识培训。理论讲

解后，景区员工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进行了实操演

练，学习心肺复苏救治和外伤现场急救等方法。

刚鑫雨
● 为确保节日期间客运安全稳定，近日，市汽车

客运有限公司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对节日期间客

运安全、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具体部署。组织安全科室

分别对办公楼、停车场、司乘公寓、营运车辆车容车貌

和车内安全设备等处进行全面细致检查，及时排查消

除安全隐患。 郑俊芳
● 9 月 28 日，买受人刘俊涛到市民之家房产管

理中心窗口，咨询房产过户等相关业务。经了解，卖方

当事人陈瑞行动不便，不能到窗口办理房屋交易面签

手续，特寻求帮助。窗口工作人员杭子颜了解情况后，

迅速上报房管中心值班领导，经协商后，房产管理中

心当即为当事人陈瑞开通绿色通道，安排工作人员把

交易表格打印后，到市民之家二楼大厅与卖方当事人

陈瑞进行了面签，办理各项手续。办理完毕后，当事人

陈瑞非常高兴，不停地对房产管理中心窗口工作人员

表示感谢。

王红斌

我市线上培训少先队辅导员

整洁亮丽迎国庆 城管节前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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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庙镇：翰墨丹青颂祖国

国庆期间天气前期晴好，中后期有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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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头镇:灾后危房重建 群众安居乐业

（上接第 1 版）加强生物资源保护利用，举全
党全国全社会之力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人民战争，我国生物安全防范意识和防护能
力不断增强，维护生物安全基础不断巩固，
生物安全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

习近平强调，现在，传统生物安全问题
和新型生物安全风险相互叠加，境外生物威

胁和内部生物风险交织并存，生物安全风险
呈现出许多新特点，我国生物安全风险防控
和治理体系还存在短板弱项。必须科学分析
我国生物安全形势，把握面临的风险挑战，
明确加强生物安全建设的思路和举措。

习近平指出，要完善国家生物安全治
理体系，加强战略性、前瞻性研究谋划，完
善国家生物安全战略。要健全党委领导、政

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

生物安全治理机制，强化各级生物安全工
作协调机制。要从立法、执法、司法、普法、
守法各环节全面发力，健全国家生物安全
法律法规体系和制度保障体系，加强生物

安全法律法规和生物安全知识宣传教育，
提高全社会生物安全风险防范意识。要夯

实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基层基础，打好生

物安全风险防控人民战争。
习近平强调，要强化系统治理和全链

条防控，坚持系统思维，科学施策，统筹谋
划，抓好全链条治理。要织牢织密生物安全
风险监测预警网络，健全监测预警体系，重

点加强基层监测站点建设，提升末端发现

能力。要快速感知识别新发突发传染病、重
大动植物疫情、微生物耐药性、生物技术环
境安全等风险因素，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早应对。要建立健全重大生物安全突发事
件的应急预案，完善快速应急响应机制。要
加强应急物资和能力储备，既要储备实物，
也要储备产能。要实行积极防御、主动治
理，坚持人病兽防、关口前移，从源头前端

阻断人兽共患病的传播路径。要立足更精

准更有效地防，理顺基层动植物疫病防控
体制机制，明确机构定位，提升专业能力，
夯实基层基础。

习近平指出，要盯牢抓紧生物安全重

点风险领域，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要
强化生物资源安全监管，制定完善生物资

源和人类遗传资源目录。要加强入境检疫，

强化潜在风险分析和违规违法行为处罚，
坚决守牢国门关口。对已经传入并造成严
重危害的，要摸清底数，“一种一策”精准治
理，有效灭除。要加强对国内病原微生物实
验室生物安全的管理，严格执行有关标准

规范，严格管理实验样本、实验动物、实验

活动废弃物。要加强对抗微生物药物使用
和残留的管理。

习近平强调，要加快推进生物科技创新
和产业化应用，推进生物安全领域科技自立
自强，打造国家生物安全战略科技力量，健
全生物安全科研攻关机制，严格生物技术研
发应用监管，加强生物实验室管理，严格科
研项目伦理审查和科学家道德教育。要促进

生物技术健康发展，在尊重科学、严格监管、

依法依规、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推进生
物育种、生物制药等领域产业化应用。要把
优秀传统理念同现代生物技术结合起来，中
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集成推广生物防治、

绿色防控技术和模式，协同规范抗菌药物使
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习近平指出，要积极参与全球生物安全
治理，同国际社会携手应对日益严峻的生物
安全挑战，加强生物安全政策制定、风险评
估、应急响应、信息共享、能力建设等方面的
双多边合作交流。要办好《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推动制定“2 02 0 年后
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世界贡献中国智

慧、提供中国方案。要倡导本着科学原则、按
科学规则推动新冠病毒溯源工作。

习近平强调，加强生物安全建设是一项
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持续用力、扎实推
进。各级党委（党组）和政府要切实把思想认
识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生
物安全工作责任落到实处，做到守土有责、
守土尽责。要加大投入力度，完善政策措施，

强化要素保障，把生物安全建设重点任务抓
实抓好抓出成效，提高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
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牢牢掌握国家生物安
全主动权。要持之以恒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

理、松懈心态，从严从紧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守住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通讯员 王文璐） 9 月 23
日，在河南省肿瘤医院，“强基层，助规范”癌痛规范化诊疗学术交流会暨

癌痛规范化诊疗达标单位授牌仪式举行。全省 1 30 余家县级医院参与该
项目，其中 37 家达标，市第一人民医院榜上有名。

201 9年起，为响应国家全面推开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总体要求，落
实国务院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相关规定，进一步提高医务工作者癌痛规

范化治疗水平，提升肿瘤患者生存质量，市一院全体医护人员共同参与，院肿

瘤中心积极参加“强基层 助规范”基层医院癌痛规范化诊疗培训项目。

在创建“癌痛规范化诊疗单位”过程中，该院肿瘤中心在省肿瘤医院专家

指导下，逐步完善确定一系列内容丰富、行之有效的举措，包括对疼痛管理实

施“常规、量化、全面、动态”的评估；组成专项质量监控小组定期进行检查；针

对难控制癌痛的患者开展多学科会诊模式；定期开展针对医护人员的癌痛规

范化治疗培训及癌痛沙龙讨论活动；举行“无痛生活”“健康生活”“中医养生”

等针对癌痛患者的健康教育大讲堂公益项目，为全市广大肿瘤患者带来了良

好的治疗效果，提高了生活质量，减轻了患者家庭的经济负担。

喜迎国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