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蟑 螂
蟑螂的活动规律是什么？
蟑螂喜暗羞光，白天一般不出来活

动，躲在黑暗隐蔽处，当夜晚来临时，则
开始四处活动，其活动最活跃的时间是晚
上9时至11时，一般到第二天凌晨5时后
又隐蔽起来。

蟑螂习性有何特点？
蟑螂喜欢温暖、潮湿和食物丰富的地

方，如厨房、食堂、食品仓库、动物室、
垃圾物堆积场所，特别是在灶缝、墙缝、
碗橱、水槽下面和破裂的地板下面最多。
有时在书橱、鞋箱中亦可发现。

蟑螂可传播何种传染病？
蟑螂可传播霍乱、痢疾、炭疽、麻风

等传染病。

防制蟑螂有几种方法？
防制蟑螂的方法可以归纳为五种：
(1)人工捕捉。(2)墙缝塞洞。(3)开水

烫杀。(4)工具诱捕。(5)药物杀灭。
臭虫有何危害?
(1)臭虫可以传播乙型肝炎。
(2)臭虫扰乱人睡眠、影响人们的休

息和健康。
防制臭虫的措施有哪些？
防制臭虫的措施有：
(1)用沸水或蒸气烫杀。(2)用油灰填

塞臭虫可能栖息的缝隙。 (3)全面、彻
底、反复杀灭。

蚊虫的防治
一、蚊虫的危害
1.传染疾病：蚊虫可传播多种疾病，

如中华按蚊传播疟疾，三带喙库蚊、淡色
库蚊传播乙脑，埃及伊蚊、白纹伊蚊传播
登革热，嗜人按蚊传播丝虫病等，对人类
危害极大。

2.骚扰：蚊虫夜间吸血，影响睡眠妨
碍人们休息；蚊虫白天吸血，干扰正常工
作；在旅游景点可影响游人的兴趣。因
此，城市灭蚊不仅是保障居民健康的需
要，也是提高投资环境质量的需要，具有
间接经济效益。

二、蚊虫种类知多少
据调查，目前世界上已知有蚊虫约

3000种，我国报道有300多种。经常嗜吸
人血与人类关系较大的传病蚊种，全国有
11种，其中淡色库蚊、白纹伊蚊、骚扰

库蚊为优势蚊种。
三、蚊虫从哪来
1.积水生蚊：蚊虫与积水密切相关，

有水则有蚊，无水则无蚊。
2.什么叫蚊虫孳生地？
蚊虫的孳生地就是有积水的地方。可

分两大类：一类是自然积水如沟渠、河
流、池塘等；另一类是非自然积水，如
缸、罐、桶、盆等容器、防空洞、洼地、
暖气地沟积水等。

四、蚊虫生活史
蚊虫的一生属完全变态。生活史中有

卵、幼虫、蛹、成虫四个阶段。温度在
25℃左右，完成一个生活周期约需 14
天，而卵、幼虫、蛹在水中发育则需
11天至12天。

（未完待续）

除“四害”科普知识选登

“这些葡萄不打药、不上化肥，皮
薄、肉嫩、酸甜可口。我这仨大棚一年
少说也得挣5万块，俺这‘穷帽子’早就
摘掉了！李书记的‘小庄园’给俺帮大
忙啦！”6月 13日，李少虎在民权县人和
镇双飞庄园葡萄长廊里提起大棚葡萄喜
得合不拢嘴。

李少虎口中的“李书记”是民权县
人和镇西屯村党支部书记李国礼，今年
新当选为河南省劳动模范，还是河南省
第十三届人大代表，先后获得过“河南
省农民工返乡创业之星”“河南省脱贫攻
坚奖获得者”“全国青年农民致富带头
人”多个荣誉称号，人们说他是“脱贫
路上圆梦人”。

“早在十几年前，我就劝大家合伙干
合作社，邻居们大都反对，说这不是倒
退吗？”后来的事实证明，李国礼的大胆
举动让大伙刮目相看：2010年牵头成立
合作社建双飞庄园，现已发展为葡萄观
光区、蔬菜草莓采摘区、无公害养殖
区、珍禽园观赏区四个功能区，葡萄、

草莓、黄瓜等果蔬产品都经过了无公害
农产品认证，其中，葡萄获绿色食品认
证和国家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注册

“双飞庄园”商标的葡萄、草莓、水果西
红柿在市场上很抢手，每天都有来庄园
游玩的人，采摘瓜果、休闲娱乐。

“我们的合作社已是国家级农业合作
社示范社、全国就业扶贫基地、全国百
强农民专业合作社。”李国礼说。

由于李国礼诚实守信、乐于奉献、
为人厚道，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支持，
2014年他被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这一
年，正是全国打响脱贫攻坚战的当口，
李国礼深知压在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
重。他常说：“我是土生土长的西屯村
人，自己富了不算富，我要全村人都过
上好日子，脱贫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农民真正脱贫致富，没有产业发展
靠不住。”李国礼认定了这个理儿，在产
业扶贫的道路上下求索，终于走出了一
条通过产业发展促进资源变资产、资金
变股金、贫困户变股民的资产受益扶贫

新路子。
2016 年，双飞合作社发挥政府、银

行、企业三者联合结对帮扶作用，在县
中原银行、县德商村镇银行贷款 100 万
元，把为每个贫困户申请的5万元扶贫贷
款量化为股份，每年为贫困户发放贷款
折股红利14万元。

2018 年，双飞合作社利用产业到户
扶贫资金 200万元发展葡萄产业园种植，
每年给予涉及周岗村等10个行政村400个
贫困户每户700元固定受益金，并带动本
村和周边村 40户贫困户群众优先安置就
业，同时解决了扶贫资金分散发放致使
资金利用率低、经济效益不高的问题。

西屯村三组贫困户 60多岁的朱荣花
说：“俺家的 5亩责任田全部流转给了合
作社，一亩地 1200块，到户增收入股分
红 2000多块，加上打工收入，一年至少
也得拿2万块！”

在人和镇，像朱荣花这样参与双飞
扶贫基地产业经营，依靠土地租金收
入、红利收入、工资收入的农户有 850

户，其中贫困户 520户，户均增收 1万多
元，圆了他们多年期盼的脱贫梦。

为把西屯村建设得更美、更靓，让
老百姓过上更舒心的日子，李国礼带领
村“两委”班子集中开展环境卫生综合
整治，积极实施村庄硬化、美化、亮
化、绿化工程，新建党群服务中心230平
方米，硬化道路 3.5 公里，清理河道 2.8
公里，垃圾日产日清，村庄绿化覆盖率
46%，自来水覆盖率100%。

现在的西屯村，产业发展兴旺，街
道干净整洁，面貌焕然一新，该村先后
被授予“民权县先进基层党组织”“商丘
市生态文明村”和“河南省卫生先进
村”等荣誉称号。

脱贫路上圆梦人
——记省劳动模范、民权县人和镇西屯村党支部书记李国礼

本报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吴志坚

本报讯（记者 张博） 6月13日，我市
召开落实提高教师待遇政策推进会议，对
落实提高义务教育阶段乡村教师生活补
助、统一调整班主任津贴标准、在奖励性
绩效工资中设立地方教龄津贴等政策进行
部署。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吴祖明出席
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落实提高教师待遇政策，

是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要不折不
扣抓好贯彻落实。要尽快制订工作方案，
各县（市、区）和有关部门要按照省委、
省政府要求，逐项进行梳理，于7月1日前
制订好具体工作方案。

会议强调，各部门要通力合作，教体
和人社部门做好牵头工作，财政部门做
好资金筹措，发改部门统筹做好教师保

障房和周转房建设工作。要加强协调联
动，落实提高教师待遇政策涉及多个部
门和各县（市、区），要按照省委、省政
府要求，加强市直部门和各县 （市、
区） 部门之间的联动，市直部门要做好
指导工作，发现问题要及时解决。要确
保教师待遇按时足额发放，明确制订方
案和政策落实等时间节点，实行周通报

制度，进一步压实责任，加强督导检
查，对落实不到位的县 （市、区） 和部
门要严格追责，确保我市提高教师待遇
政策尽快落实到位。

会上，市教体局、财政局、人社
局、发改委等单位负责人分别就尽快
落实提高教师待遇政策工作进行了部
署。

我市推进落实提高教师待遇政策
提高义务教育阶段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统一调整班主任津贴标准、在奖励性绩效工资中设立地方教龄津贴 本报讯（记者 李奇） 6

月 13日，副市长倪玉民带领
相关部门负责人，就河南省
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关
于进一步加快推进水污染防
治攻坚工作的督办通知中涉
及我市的水污染问题进行调
研督导。

倪玉民一行先后来到民
权县新生河、民生河、东
区污水处理厂，宁陵县下
清水河、北护城河、第三
污水处理厂，实地查看了
河道治理和污水处理厂建
设进度及配套设施建设情
况，听取有关负责人关于
黑臭水体治理和污水处理厂
建设情况的汇报。

倪玉民强调，黑臭水体

整治是水污染防治攻坚的重
点工作任务，也是一项民心
工程， 要尽快完成黑臭水体
截污纳管、清淤疏浚等工
作；对在建的污水处理项目
要进一步优化工程设计方
案，施工单位要科学制订施
工计划，抓紧时间、倒排工
期、保质保量，争取早日建
成使用，尽早发挥污水处理
厂的作用；对已建成但未成
系统的管网工程，相关部门
要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
案，不断完善污水收集处理
管网的系统连通。同时，要
加快泾河沿线乡镇污水处理
基础设施建设，尽快形成雨
污分流、截污处理、达标排
放的治污新局面。

市领导调研督导
水污染防治工作

本报讯（记者 张铨） 6
月 13日清晨，副市长王金启
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到梁
园区督导专业市场综合整治
等工作。

王金启先后到梁园市
场、金鹰市场、商丘汽车总
站、京陇商贸城、高铁商业
市场、商丘职业技术学院东
家属院等地，督导检查各专
业市场及周边餐饮店、车
站、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
开展情况，在督导中发现梁
园市场存在积存垃圾杂物未
清理，金鹰市场环境卫生
差，各市场周边餐饮店防蝇
设施不完备，个别饭店未出
示餐饮从业人员健康证等。

在调研期间，王金启强

调，各市场存放货物较多，
人流密集，部分老旧市场内
通道狭窄，周边道路车流量
较大，要把消防安全等各项
安全工作放在首要位置，牢
固树立“隐患就是事故”
的理念，警钟长鸣，防患
于未然。各专业市场经营
主体要切实负起责任，加
强市场日常保洁，引导商
户做好商铺及门前区域保
洁，共同营造清洁卫生的
购物环境。行业监管部要
尽职尽责，加强日常监管工
作。马路市场治理要疏堵结
合，在做好取缔旧市场的同
时，要重新科学选址，建设
规范化的新市场，满足群众
日常生活需要。

市领导到梁园区督导
专业市场综合整治工作

爱国情 奋斗者
——致敬劳动模范

本报讯 （记者 翟华
伟） 连日来，为弘扬拥军
优属优良传统，睢阳区路
河镇积极开展悬挂“光荣
之家”门牌工作，高质量
高标准完成任务。

该 镇 相 关 负 责 人 通
过上门入户为烈属、军
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悬
挂 “ 光 荣 之 家 ” 光 荣
牌，把党和政府的关怀
送到烈属、军属和退役军
人的心坎上。

牌 匾 虽 小 ， 意 义 深

远。通过发放和悬挂光荣
牌、拍全家福，大大提升
了退伍军人的荣誉感、使
命感和责任感，进一步巩
固了军民之间“同呼吸、
共命运、心连心”的良好
局面。

截至目前，在前期采
集工作的基础上，该镇为
军烈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
发 放 420 余 块 “ 光 荣 之
家”光荣牌，营造了“一
人参军、全家光荣”的拥
军优属氛围。

路河镇：

悬挂光荣牌 共筑军民情

6月13日，刘口镇工作人员为军属家庭悬挂“光荣之
家”门牌。为进一步弘扬拥军优属的优良传统，营造爱
国拥军、尊崇军人的浓厚社会氛围，当日，梁园区刘口
镇启动为军烈属和退役军人悬挂光荣牌。 史国栋 摄

6月11日，民权县委组织部党员志愿服务队在褚庙乡柘
桑村慰问收割机机手。“三夏”时节，该县县委组织部帮扶
干部到所联系的贫困家庭开展“三夏”慰问帮扶活动，并慰
问了正在辛勤劳作的麦田收割机机手，给他们送去了纯净水
等降温防暑用品。

周长桥 薛 军 摄

按照《商丘市空气质量
指标日考核奖惩暂行办法》
（商环攻办 〔2018〕 94 号）
和《商丘市空气质量指数预
警管理暂行办法》（商环攻办
〔2018〕99 号）规定，对三区

空气质量情况实施每日考
核，6月 12日考核结果已核
算完毕，予以公布。
商丘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
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6月13日

关于三区空气质量考核支偿情况的通报

行政区

示范区

睢阳区

梁园区

今日支偿（万元）

0

0

0

当月累计支偿（万元）

60

99

75

“两城”联创在行动·曝光台

6月13日，记者看到，梁园区金鹰市场内长期不用
的车辆和废弃家具堆放在路上。 本报记者 张铨 摄

6 月 13 日，记者看到，商丘市职业技术学院东家属
院弱电线路捆扎混乱。 本报记者 张铨 摄

商丘市文明办
商丘日报社

联办

关注“三夏”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