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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1日上午，“情系三
夏·邮政助农免费收割”公益活动启
动仪式在睢县城郊乡保庙村举行。
商丘市邮政分公司将出资30万元，
帮助商丘贫困村及商丘好人、劳动
模范免费收割小麦。

据了解，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响应市委、市政府为民办实
事的号召，助力精准扶贫工作，帮助
农民做好夏粮收割，在市委宣传部

的倡导下，商丘市邮政分公司联合
市扶贫开发办公室、中储粮商丘直
属库有限公司、市农业机械服务中
心、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商
丘市分公司等单位在夏粮期间开展
2018年“情系三夏·邮政助农免费
收割”公益活动。

本次公益活动由商丘市邮政分
公司出资，帮助商丘贫困村及商丘
好人、劳动模范开展免费收割小

麦。全市共免费收割 6000亩，分别
为永城、睢阳区、梁园区各 400亩，
夏邑、虞城各900亩，民权800亩，柘
城、睢县各 750亩，宁陵 700亩。按
照贫困村及贫困对象所在的位置，
有计划地安排开展收割活动。

启动仪式上，市邮政分公司向
市扶贫开发办公室捐赠收割资金
30万元。晚报首席记者 刁志远

通讯员 司慧芳

本报讯 6月 1日下午，市政府
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市环保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6·5环境日”活动
情况，发布商丘市 2017年环境质量
状况公报，通报了全市今年1至5月
环境质量情况。

2017年，我市城区环境空气质
量与 2016年相比有明显改善；省考
核我市的地表水责任目标断面水质
累计达标率为 90.0%；地下水环境
质量与 2016年相比持平；地表水饮
用水源水质达标率为100%；全市辐
射环境质量保持在天然本底水平范

围之内。
据介绍，今年1月1日至5月30

日，全市PM10累计浓度131微克/立
方米，居全省第6位；PM2.5累计浓度
75微克/立方米，与南阳市并列全省
第11位。优良天数累计72天，居全
省第13位。1至4月份，我市地表水
责任目标断面水质累计达标率为
71.9%。1至5月份，我市地表饮用水
源地水质均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Ⅲ类标准要求，地表饮用水源水
质已连续11年达标率100%。1至5
月份，全市辐射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在

天然本底水平范围之间。
截至 5月 31日，全市环保系统

行政处罚共 160起，下达处罚决定
157起，罚款金额524.5528万元。按
照《环境保护法》配套办法、《治安管
理处罚办法》查办的环境违法案件
中，查封扣押 7起、行政拘留 4起（4
人）、涉嫌环境污染犯罪4起。

会上还通报了今年以来我市大
气污染防治项目、水污染防治重点
工作、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重点工
作进展情况，并现场回答了记者提
问。 晚报首席记者 刁志远

本报讯 6月 3日上午，我
市 2018年“6·5环境日”绿色宣
传月暨“美丽商丘—我是行动
者”志愿服务主题活动在商都
广场举行启动仪式，营造社会
各界关心环保、支持环保、参与
环保氛围。市领导刘兵、倪玉
民、李德民等与500余名市民及
志愿者参加活动。

据了解，生态环境部确定
今年“6·5环境日”主题为“美丽
中国，我是行动者”，并将沿用
至 2020年，旨在推动社会各界
和公众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
设，携手行动，共建天蓝、地绿、
水清的美丽中国。

副市长倪玉民在讲话中指
出，我们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努力提供更多优质生态
产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让
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
从现在做起，共建生态文明，共
享绿色未来，为建设美丽商丘
作出自己的贡献。

活动现场，志愿者代表宣
读了倡议书，各相关部门悬挂
标语、布置展板，设置环保咨询
台、投诉台，向群众分发环境保
护宣传资料，介绍环保知识，受
理市民环保方面的投诉建议。

晚报首席记者 刁志远

我市通报环境治理情况，1至5月优良天数累计72天，居全省第13位

环保罚款近525万元

6月 14日，全球体育顶级赛
事——2018世界杯将在俄罗斯点
燃战火。“好激动，这个夏天我
要去俄罗斯看球啦”……然而刚
从美梦中清醒过来的你，不得不
接受因为俄罗斯太远、自己工作
太忙或其他一系列理由而无法亲
临现场观看这一现实。

但面对足坛豪门64场强强对
决，喜欢的球星在绿茵场挥汗如
雨，你又怎可能在世界杯期间平
静地安放你那颗躁动不安的心。
相信无论球赛持续多久，你的呐
喊和熬夜都将会成为整个夏日的
标配。而今年，畅享世界杯顶级
赛事的精彩，你也许只差一个移

动不限量套餐，为你提供随时随
地看赛事直播的“无限火力”！

据了解，作为2018央视首选
的世界杯新媒体官方合作伙伴，
中国移动旗下咪咕视频将全量、
全程、全高清直播64场世界杯精
彩赛事。为了让用户尽情畅享高
清世界杯的精彩赛事，河南移动
也推出了系列优惠，现在办理移
动不限量套餐，三人共享，人均
不足 33 元/月，全国流量不限
量，还赠送咪咕视频黄金会员！

那么咪咕视频黄金会员含有
什么特色权益？据介绍，除了独
享世界杯 64场赛事 1080P高清直
播，还将享受有超过 100场由名

嘴大咖提供的赛事特色解说，以
及一系列咪咕特色世界杯内容、
主题活动、互动专区等，咪咕视
频黄金会员将享受到线上+线下
全场景沉浸式世界杯观赛体验。
近期，世界杯专区已经在咪咕视
频上线，名嘴刘建宏也携《新三
味聊斋》 登陆咪咕视频，围绕

“吃喝玩乐”与各路大咖探讨与
世界杯相关的各种有趣、有料的
话题。

此外，在电视大屏端，中国
移动的高清电视用户还同样可以
观看全部世界杯高清赛事内容
（1080P）。

2018世界杯，不管你是需要

高清直播的真球迷、还是看热闹
的“伪球迷”，中国移动在世界
杯的“无限火力”都能助力你

“清”临 64场精彩赛事，感受世
界杯的热血与激情！

（移动公司供稿）

扫描二维码可直接办理 咪咕视频 扫码看球

燃激情，不燃流量！中国移动带你畅享央视世界杯

“情系三夏·邮政助农免费收割”公益活动启动

全市免费收割6000亩

本报讯 6月 1日是儿童节，当
天上午，梁园区平原街道党工委副
书记、妇联主任、巾帼企业家代表一
起来到梁园区锦绣路小学，看望贫
困儿童、残疾儿童和留守儿童。他
们不但带来了温暖的话语，还带来
了衣服、书包、文具等爱心物品。

当天上午，爱心人士与孩子们
畅谈，了解他们在生活、学习中遇到

的困难，鼓励他们发扬“自尊、自信、
自强、自立”的精神，增强战胜困难
的信念，刻苦学习，奋发向上，做一
个对社会有用的人。除了给孩子们
送来礼物，他们还为学校捐赠了运
动器材，比如篮球、乒乓球拍、羽毛
球拍等。孩子们高兴地说，有了这
些崭新的物品，以后能玩的运动项
目就更多了！

平原街道党工委副书记侯建设
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贫困儿童、
残疾儿童更需要全社会更多的关
爱，街道将会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
儿童福利事业的发展，发动更多的
社会爱心人士向残疾儿童、贫困儿
童献爱心，为他们办实事，让他们充
分感受党和政府的关心和社会大家
庭的温暖。晚报记者 戚丹青

平原街道办事处妇联联合巾帼企业家协会

为贫困留守学生献爱心送温暖

本报讯 6月 1日，副市长
牛亚东带领市爱卫办、城管局
及三区有关负责同志，检查中
心城区环境卫生。

牛亚东一行深入部分背街
小巷、老旧小区、城中村、小吃街
等“脏乱差”现象较突出区域实
地检查。检查中发现前进街（民
主路至凯四街段）、广源路（宜
兴路以南段）、南京路海亚香樟
园小区西侧南北道路有大量生
活垃圾；珠江路以南、学院路以
东的赵黄庄村卫生环境恶劣，
村内存在垃圾坑池和旱厕；长
江路商丘学院南门对面的“小
吃城”内无食品卫生“三防”措

施，卫生条件较差等突出现象，
影响市容市貌和群众生活。针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牛亚东
当即要求有关部门和单位采取
相应措施，务必在一周时间内
整改到位。

牛亚东指出，城市环境卫
生涉及千家万户，事关市民的
切身利益，代表城市的品位和
形象。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以方
便群众生活为前提，切实加强
城市环境卫生管理，为广大市
民营造卫生、舒适、有序的生活
环境，确保“两城”联创工作顺
利进行。

晚报记者 吴文昊

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进全
市文明单位创建与管理工作，
提升文明创建水平，助力全国
文明城市创建，6月 1日上午，
市文明办召开全市文明单位创
建与管理工作培训会。会议传
达了张建慧市长在市文明委全
会上的讲话精神。市文明办主
任刘银波出席会议并讲话，睢
县文明办、全国文明单位河南
省豫东监狱、省级文明社区梁
园区白云街道办事处清江社
区、全国文明校园睢县回族高
级中学分别作了典型发言，介
绍了文明单位创建与管理工作
的经验。

会议对 2018 年文明单位
创建与管理工作进行了部署。
会议指出，2018年全市文明单
位创建要紧紧围绕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积极服务市委、市
政府工作大局，把握创建工作
要点。要严格对照测评体系开
展创建活动，重点开展好 10项
创建工作，主动创新，精选载
体，用一个个具体的项目支撑
起整个创建活动，把活动开展
得丰富多彩，扎实有效。全国
文明单位要做标杆和旗帜，省
级文明单位（含标兵）要做示
范引领，市级文明单位要发挥
中坚力量，市级文明校园要在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
中发挥主力军作用，推动全市
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取得新进
展。要结合本单位特点，突
出创建特色，在抓好集中活
动的同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
日常创建上，保持创建工作常
态化。晚报首席记者 刁志远

我市举行世界环境日宣传活动

市领导检查中心城区环境卫生

全市文明单位创建与管理工作培训会召开

“两城联创”在行动

本报讯 每年都有不少商丘市
民前往豫西南游山玩水。自本周五
起，我市开通了 4 趟直达南阳（西
峡）的铁路普速列车，将给市民出游
提供更多方便。

记者从商丘火车站获悉，为满
足豫东至豫西南地区人文交流需
求，方便两地旅客互联互通，中国铁
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在现开行商
丘往返南阳方向 3趟直通普速列车

的基础上，新增商丘往返南阳（西
峡）间始发普速列车 4趟，最多单趟
办理 15个火车站客运业务，助力旅
客“绿色交通”，让大家出行更便捷。

据商丘火车站党办宣传干事王
鹏介绍，目前商丘往返南阳方向开
行有 3趟直通普速列车。6月 8日
起，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
将新增郑州往返商丘、商丘往返南
阳（西峡）始发普速列车，实行日常

图、周末图开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
两地及周边市县旅客出行需求。车
次、开行日期分别为：

郑州—商丘K8004/3次每日开
行；商丘—南阳 K8005 次每周日、
一、二、三开行，南阳—商丘K8006
次每周一、二、三、四开行；商丘—西
峡K8011次每周四、五、六开行，西
峡—商丘K8012次每周五、六、日开
行。晚报首席记者 鲁超

好消息，自本周五起
商丘至南阳（西峡）有了四趟始发列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