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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 铨） 6月 8日，副市长曹月坤带领市农
业农村局、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市农机服务中心等单位负
责同志到夏邑县调研“三夏”生产等工作。

曹月坤先后到夏邑县会亭镇崔楼村秸秆禁烧点、夏邑县
刘领军种植专业合作社、河南省世通谷物有限公司夏邑直属
库实地查看，了解秸秆禁烧工作开展情况，并向坚守在秸秆
禁烧工作一线的工作人员表示慰问；观摩合作社内优质专用
小麦品种长势、小麦机收情况，并询问群众小麦收成、夏种
打算等。曹月坤还到郭店镇金庄村优质种鸭养殖基地，了解
该产业扶贫项目生产经营情况。

在调研期间曹月坤指出，专业合作社是推动土地流转实
现农业种植规模化、产业化发展的有效途径，要积极引导、
大力扶持，不断提高其市场竞争能力和带动农户能力，为助
推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发挥引领带动作用。要做好
农机有效组织调度，打好小麦机收大会战，确保全市夏粮颗
粒归仓。要严格落实夏粮收储政策，同时组织好市场化收
购，做好各地粮价监测，注重观察和发现农民卖粮难问题，
畅通农民售粮渠道，保障农民增产增收。要注意发现农业产
业扶贫方面的好项目，做好经验总结推广。

又讯（记者 崔 坤） 6月 9日下午，副市长曹月坤带领市
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到虞城县调研“三夏”生产、秸秆禁烧、
夏粮收购等工作。

曹月坤首先来到黄冢乡赵楼村，实地查看该村烟草种植
基地和优质花生种植示范基地，询问农作物种植种类、数
量、生长特性等情况。曹月坤指出，要积极调整优化农业种
植结构，发展绿色优质经济作物，推进农业生产由增产向提
质增效转变，切实提高农民收入。

在杜集镇“三夏”防火应急指挥中心，当得知工作人员
和防火队员 24小时轮流值班坚守岗位时，曹月坤向他们表示
慰问和感谢，对他们在工作中展现出的昂扬斗志和饱满热情
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叮嘱他们要充分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
组织动员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到秸秆禁烧工作中来。

在虞城县融源粮食有限公司，曹月坤进入粮仓检查粮食储
备管理情况，询问储备粮存储、轮换、质量安全检测、消防安全
等工作开展情况。曹月坤强调，要切实采取多种有效措施，积
极备足仓容和资金，全力做好夏粮收储工作，确保颗粒归仓。

随后，曹月坤还到刘店乡谢楼村佳美农业种植专业合作
社、金豆子蔬菜食品有限公司等涉农企业调研。

市领导到夏邑县、虞城县

调研“三夏”生产等工作

本报讯（记者 崔 坤） 6月 6日清晨，副市长王金启带领
市创卫办、卫健委、城管局、市场监管局等部门负责人，到
梁园区督导检查农贸市场整治工作。

王金启一行先后来到货场路五一农贸市场、新建路陇海
农贸市场、长征路团结农贸市场、民主路万嘉鲜农贸市场等
地，实地查看市场经营状况、基础设施、环境卫生、消防通
道等情况，并与市场管理人员和商户进行交流，了解市场运
行、经营管理情况及创卫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经检查发现，五一农贸市场存在部分摊位食品摆放混
乱、东门没有及时更换蔬菜残留公示信息、肉类区域防蝇设
施形同虚设、市场内外车辆乱停乱放、鱼禽类销售区域改造
没有进展、冷库区改造标准档次低、市场内部卫生脏乱差等
问题；团结农贸市场存在没有蔬菜残留公示信息、车辆乱停
乱放、禽类销售区域没有按照“三隔离”要求进行改造等问
题；万嘉鲜农贸市场存在没有及时更换蔬菜残留公示信息、
肉类区域防蝇设施形同虚设、车辆乱停乱放、豆制品摊位无
防蝇设施等问题。

市领导带队到梁园区

督导检查农贸市场整治工作

本报讯（记者 李娅飞） 连日来，河南省“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在我市广大党员干部群
众中持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自觉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上来，牢牢把握

“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认真学
习贯彻会议精神，确保主题教育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

睢阳区新城街道党工委书记潘福东说，作为一名基层
党工委书记，守初心，要随时不忘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
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项工作做好；担使命，要认真贯
彻落实各项工作部署，把国家各项惠民政策落到老百姓当
中去；找差距，要知道老百姓的需求是什么、我们在服务
方面还存在哪些差距，弥补短板，提升服务能力；抓落
实，就是把国家的各项政策落到实处，让辖区居民得到实
惠。下一步，我们要对照自身工作，找准党员干部在思想
上、作风上、落实上的差距和短板，以此次主题教育为契
机，扎实推进全国文明城、国家卫生城创建，统筹做好棚
户区改造、大气污染防治、重点项目建设、信访稳定等各

项工作，砥砺前行、扎实工作、尽职尽责，为实现睢阳区
“一大目标十大任务”和“一古两新一带多节点”战略目
标和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跨越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全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的
召开，吹响了广大农村党员担责奋斗的号角。”市民族宗
教事务局驻宁陵县乔楼乡白庄村第一书记王孝普说，作为
驻村第一书记，要以此次主题教育为契机，组织农村党员
加强政治理论学习，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增强服务群众
意识，建强党的基层堡垒。在今后的工作中，他将和村干
部一起，带领全村党员干部提高政治站位，严格按照“守
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把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深走实。在脱贫攻
坚“回头看”工作中，加快补短板、强弱项，严格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贫困县脱贫后“四个不摘”的要求，进一
步提升脱贫攻坚质量，巩固脱贫攻坚成效。同时，扎实做
好乡村振兴工作，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不断提升群众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也是我们普通群众的初心，那

就是对幸福生活的不懈追求。这些年来，共产党是真正站
在老百姓的角度上为百姓办好事、为百姓解忧排难、为百
姓谋福利。作为一名普通群众，我也有了很强的获得
感。”家住天祥花园小区的居民田瑞兰深有感触地说，以
前一下大雨就没法出门，地下室全都是积水，是党委、政
府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不仅为小区重新做了排
水系统，还整修了路面、完善了配套设施，居民空闲了可
以去小广场健身、去社区活动中心打乒乓球，还可以带着
孩子去智慧书屋看书，或者去附近的公园绿地散步，真是
幸福的日子比蜜甜。

全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在我市持续引起热烈反响

守初心 担使命 找差距 抓落实
确保主题教育取得扎实成效

本报讯 （记者 张 铨） 6 月 5
日，市长张建慧主持召开会议，部署
近期创建国家卫生城市重点工作任
务。会议结束后，中州街道办事处高
度重视，率先行动，开展辖区建筑垃
圾清理行动。

根据市创卫工作部署，中州街道
办事处立即组织召开班子会议，全面
传达我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近期重点
工作任务内容，并对创卫重点工作进
行了研究部署与分工安排，制订了建
筑垃圾清理行动方案。

为将黄楼村等6个拆迁村内的约
148万立方米建筑垃圾按照就近消纳
的原则，结合公园绿地塑造微地形，

清运至示范区通达二路以西胜利路以
北，解决该处绿地公园建设所需，办
事处积极协调多部门联动开展工作，
动用大型装载机械 20余台、渣土清
运车200多辆，预计10日内完成。

该行动工作量大、时间紧、任务
重，办事处工作人员按照责任分工全
部放弃节假日，耐高温、战酷暑，坚
守一线，做到人人肩上有担子、有压
力、有责任。同时，办事处动员居民
广泛参与，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提
升人民群众环境卫生意识，共同推进
创卫工作深入开展。

截至 6月 7日，中州街道办事处
已清运建筑垃圾12万立方米。

示范区中州街道办事处

率先开展建筑垃圾清理行动
本报讯（记者 崔 坤）按照市委、市政

府的工作要求，近日，梁园区将建筑垃圾清
运工作作为当前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主要领
导亲自参与、亲自调度，抽调精干力量，组
织专业队伍，建立高效工作机制，确保如期
完成清运任务。

实行24小时清运机制，在全区范围内开
展渣土集中清理行动。梁园区按照“全区统
筹、属地管理、部门监制”的原则，以市场
化引领企业为主，突出重点、难点，实施标
本兼治，确保在10天内将全区范围内建筑工
地的建筑垃圾全部清运完毕。

抓进度抢时间，深入推进建筑垃圾清运
工作。各责任单位明确一名科级干部，专职
负责建筑垃圾集中清运工作，建立微信工作

群，形成“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反馈、
第一时间解决”的工作联动机制，保障建筑
垃圾集中清运工作顺利开展。

建立工作台账，量化每日清运任务。各
责任单位科学谋划、科学统筹、科学部署，
均衡调配清运车辆，合理规划运输路线，加
强人员调度，确保渣土清运工作高效推进。
清运工地全面实行湿法作业，严防严控扬尘
污染，杜绝清运车辆带泥上路。

组织成立 8个督导组，对各个责任单位
进行督导，实行定量通报、实时汇总，落实
夜查机制，实行全天候无缝督查，分时段督
导各单位现场进度，确保按市委、市政府的
时间节点要求，如期顺利完成建筑垃圾清运
工作。

梁园区建立高效工作机制

确保建筑垃圾清运任务如期完成

本报讯 （记者 翟华伟 通讯员
崔磊）近日，为大力弘扬拥军优属优
良传统，积极营造全社会拥军爱民、
尊崇军人的浓厚氛围，睢阳区通过

“四结合”的方式稳步推进光荣牌悬
挂工作。

将悬挂光荣牌工作坚持与该区统
一部署乡（镇、办事处）具体负责相结
合，对户口所在地不在本辖区的退役
军人，工作人员积极主动协调，在居住
地为退役军人悬挂光荣牌。将悬挂光
荣牌工作坚持与“三·五”基层工作日
相结合，乡（镇、办事处）主要领导跟进
光荣牌悬挂工作进程，驻村队员、乡
（镇、办事处）领导班子成员和村（社
区）“两委”班子紧跟时间节点，明确任
务。将悬挂光荣牌工作坚持与麦场防

火秸秆禁烧入户宣传工作相结合，加
大宣传力度，营造当兵光荣的浓厚氛
围。将悬挂光荣牌工作坚持与双拥等
重点工作督导检查相结合，确保光荣
牌悬挂工作取得实效。该区成立了督
导组，通过询问群众、走进“光荣之家”
询问等形式对悬挂工作进行专项督
导，真正把好事办好、把实事做实。

截至目前，该区共为 10381 户烈
属、军属以及退役军人等家庭悬挂了
光荣牌。

睢阳区“四结合”稳步推进光荣牌悬挂工作

本报讯（记者 崔 坤）为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
府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会议和文件精神，进一步深入开展
国家卫生城市创建工作，日前，睢阳区依托“四个及
时”，扎实开展城区范围建筑垃圾清运工作。

及时召开会议。按照市委、市政府创卫精神，睢阳
区及时召开建筑垃圾清运专项整治会议，动员部署建筑

垃圾清运工作，要求相关单位协同配合、落实责任、把
握时间节点，快速推进城区建筑垃圾的清运工作。

及时选址建筑垃圾消纳点。睢阳区主要领导带领区
创建办、区创卫办、区城管局等相关单位和职能部门的
主要负责人实地查看建筑垃圾清运和消纳点选址工作，
并现场办公，解决选址难题，及时完成建筑垃圾消纳点

选址任务。
及时展开清运工作。建立建筑垃圾排查台账，制订

清运方案，有计划、有步骤地扎实推进清运工作。区城
管局组织 220辆渣土车先行对新城办事处范庄区域、东
方办事处宁陈区域内的建筑垃圾实施清运，其他区域的
建筑垃圾按照清运方案逐步实施。

及时调研指导。在清运开始第一天，睢阳区主要领
导深入现场调研指导清运工作，要求全区上下凝心聚
力、攻坚克难，大干热干抢干十天，坚决圆满完成创卫
各项任务。

截至6月8日，睢阳区累计排查城区范围建筑垃圾区
域57处，现已清理完毕4处，正在清运10处，累计清运
建筑垃圾约34.6万立方米，尚未清运区域43处。

睢阳区依托“四个及时”

扎实开展建筑垃圾清运工作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打好打
赢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决策部署，按照《商丘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商丘市水环境质量
考核奖惩暂行办法通知》（商政办〔2018〕 17
号）要求和国、省控断面的省考核结果，市环
境攻坚办对各县（区） 1—3月份水环境质量
进行了考核，现将结果通报如下。

一、考核结果
2019年 1—3月份，市政府地表水责任目

标断面累计达标率平均为 82.6%。其中，民权
县、宁陵县、柘城县市控责任目标断面水质达
标率均为100%，夏邑县达标率为91.7%，梁园
区、睢阳区、睢县达标率均为 83.4%，虞城县
达标率为 66.7%，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达标率
为16.7%。

二、生态补偿情况
依据 1—3月份地表水责任目标断面水质

考核结果，按照《商丘市水环境质量考核奖惩
暂行办法》规定，结合水污染防治工作开展情
况，经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研
究决定：分别扣罚地表水责任目标断面超标的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60 万元、虞城县 60 万
元、睢阳区20万元、梁园区10万元。

受到扣罚的县（区）要高度重视辖区内的
水污染防治工作，深入分析影响水环境质量改
善的突出问题，找准水质超标根源，统筹安
排、科学治污，标本兼治、精准施治，果断采
取针对性措施，尽快改善辖区内水环境质量；
考核结果较好的县（区）要发扬成绩、戒骄戒
躁、持续发力，采取更加科学有效的措施，为
全市水环境质量改善作出更大贡献。

商丘市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5月30日

2019年1—3月份水环境质量考核结果的通报四害指的是老鼠、苍蝇、蚊子、蟑螂（臭虫）。
目前已知由鼠传播的疾病有多少种？
鼠疫、森脑炎、流行性出血热、钩端螺旋体病、地方

性斑疼伤寒、蜱传回归热。
鼠可造成的经济损失有哪些？
1.老鼠可盗食粮种，啃咬禾苗，糟蹋粮食。
2.老鼠可盗食树种，毁坏树苗，迫害森林。
3.老鼠经常咬坏家具、衣物、书籍文件，损害各种物

质，毁坏建筑物，破坏堤坝造成水灾，咬坏电线酿成断电
甚至引起火灾。

灭鼠的原则是什么？
加强领导、发动群众，既要效果好，又要保安全的原

则；统一与分散灭鼠相结合的原则；采取以化学药物灭鼠
为主导的综合性灭鼠措施的原则；摸清鼠情，选择适当时
机灭鼠的原则；交替使用灭鼠药物和器械的原则；坚持反
复灭鼠的原则。 （未完待续）

除“四害”科普知识选登

在诸多生活垃圾中，仅纸张就可以分为 5类，塑料
能够细分为10类以上，金属、织物等同样也分为多个类
别。问题是谁来将这些垃圾类别分拣出来？

生活中，最常用的垃圾分类方法有“两分法”和
“四分法”。“两分法”即干湿垃圾分类法；“四分法”即
将垃圾分为纸张、塑料、织物和金属等。

据市环境卫生管理处处长宋新胜介绍，目前，无论
是按照“两分法”或是“四分法”进行垃圾分类回收的
城市，多数都存在“前分后混”的情况，造成了人力和
财力浪费不说，且起不到垃圾分类应有的效果。

破解“前分后混”的难题，关键在于成立专门的垃
圾分拣中心，让垃圾分类成为社会公益活动和企业经济
活动，二者结合才能真正推动垃圾分类工作。

引导专业企业参与是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必由之

路。为调动企业的积极性，缓解政府资金投入压力，给
投资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我市紧紧抓住创建全国
文明城和国家卫生城的机遇，按照国家和省有关垃圾分
类要求，已依法取缔城区120多处露天废品收购点。

看到政府的决心，企业有了信心。2018年年初，商
丘市共存绿色环保有限公司在我市成立全省首家垃圾分
拣中心，参与垃圾分类试点工作。

6月6日下午，记者在商丘市共存绿色环保有限公司
分拣中心看到，回收的各类纸张、塑料、织物和金属按
照类别分类存放，其中纸张分拣成包装纸、报纸和办公
纸等 5类，塑料分拣成聚乙烯、聚丙烯、聚氯烯等 10多
类，织物分为棉织物、化纤物、鞋制品等，金属分为铁
制品、铜制品、普通铝制品、精铝制品、合金制品、不
锈钢等。

分拣车间配备有除尘和喷洒设备，在垃圾回收分拣
中做到了无尘、无异味。各类垃圾分拣后打捆成包，然
后集中外运。

宋新胜说，购置部分封闭箱式转运车用于收集转运
前端收集箱收贮的各类垃圾，创新并建立前端智能收集
系统，切实解决垃圾分类中存在的“前分后混”问题，
拓宽了垃圾分类链条。

与此同时，为提高垃圾分类的数字化管理水平，我
市依托互联网平台，建立了垃圾分类数字监控中心，实
时监控和掌握每个前端分类收集点的运行情况、各类垃
圾的收集数量以及参与人数，及时对车辆和人员进行调
度调整。此外，我市还推出了垃圾分类智能APP，开通
了旧物商城，实行旧物交易，有效推动旧物品循环利
用，最大限度地实现垃圾减量化。

我市探索创新垃圾分类处理体系，成立全省首家垃圾分拣中心——

垃圾分类引领绿色生活新风尚
本报记者 刘向宇 翟华伟

6月9日，河南利斯特棉业有限公司的工人在生产线上查
看机器运转情况。该公司位于虞城县产业集聚区内，占地248
亩，设计规模30万锭，计划总投资15亿元，建筑面积8.96万
平方米，吸纳当地劳动力296人，企业产品定位于高端羊毛衫
市场的新型纤维混纺股线，一期年可生产各种支数毛衫用股
线1.2万吨，实现产值3.2亿万元、利税1600万元。

本报记者 邢 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