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鹤壁讯“南水北调，千
里水脉；爱渠护水，行动起来！”
近日，300多名中学生在鹤壁市
青少年活动中心开展南水北调
公民大讲堂活动，为爱护南水北
调，爱惜生命立誓。

据了解，该活动由南水北调
中线干线工程建管局宣传中心主
办，南水北调中线河南分局、南水
北调中线干线鹤壁管理处承办，
鹤壁市南水北调办公室、鹤壁市
教育局、淇滨中学协办。这次活

动旨在通过宣讲知识加深中小学
生对南水北调工程的了解，提高
他们的安全意识和应急防范能
力，教育引导沿线学生不进入南
水北调安全隔离网内玩耍、戏水、
游泳，严防发生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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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谷武民 李萌萌 通讯员 赵庆军

淘汰黄标、老旧、渣土车4095辆
鹤壁市公安交警部门加大治理力度，自去年8月以来——

本报鹤壁讯 6月 13日，大
河报记者从鹤壁市公安局宣传
科获悉，该市治理淘汰黄标车、
老旧车和治理城市工程运输（渣
土）车工作安排紧，力度大，成效
显著，为坚决打赢大气污染防止
攻坚战创造了良好条件。

据介绍，自去年8月以来，鹤
壁市公安交警部门完成淘汰治
理黄标车、老旧车和城市工程运

输（渣土）车4095辆任务，超额
完成了省政府下达的3741辆的
任务目标。

鹤壁市公安交管部门紧紧
围绕“雷霆百日会战”行动，积极
联合交通、住建、城管等部门，持
续在市中心城区开展渣土车专
项整治联合执法活动。重点依
法查处沿途“滴、洒、漏”污染路
面及未按规定安装GPS、未纳入

管控平台，未落实净车出场造成
路面污染等违规运输车辆，实行
渣土运输处置联审联批规范管
理。开展淘汰治理黄标车、老旧
车和治理城市工程运输（渣土）
车行动以来，鹤壁市环境空气质
量明显好转，黄标车和老旧车淘
汰工作稳步推进，全市环境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PM10平均浓度
均居全省前茅。

本报鹤壁讯 随着航模飞机
的起飞，鹤壁市淇滨区大赉店镇
田辛庄小学操场上一片欢腾。
来自鹤壁七中的六名航模“高
手”为全校仅有的21名孩子上了
一堂精彩的航模课，让孩子们了
解到航模知识、无人机工作原
理，点燃了这个袖珍学校孩子们
的“飞天梦”。

鹤壁七中是鹤壁唯一一所
河南省体育科技传统项目学校，
学校航模队多次在省级航模大
赛中获得金奖。田辛庄小学的
孩子多为留守儿童，鹤壁七中的
航模“高手”在李存民校长带领
下，给孩子们赠送了21架小飞机
模型和两大摞儿童书籍，在蓝天

白云下，航模高手展示了四轴飞
行器、卡通特技飞机等飞行表
演，让学生了解基本航空知识，
亲身参与体验航模运动，激发青

少年对航天科技的浓厚兴趣。
在活动现场，航模教练精彩的航
模表演，让农村孩子开了眼界，
掌声、欢呼声不绝于耳（上图）。

本报鹤壁讯 为检验保安队
伍业务技能练兵成果，增强保安
队伍军事素质和业务素质，近
日，鹤壁市鹏翔保安服务有限公
司组织230多名保安队员在艺术
中心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大练兵
汇报演练。该市20多家保安服
务客户代表参加观摩。

伴随着铿锵有力的《人民解
放军进行曲》，由保安武装押运

大队、保安人防五个大队和技防
大队女子保安组成的7个分列式
方队迈着矫健的步伐，喊着雄壮
的口号拉开了演练的序幕。演
练场上，只见演练队员精神抖
擞，英姿勃发，动作规范，开场便
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和阵阵喝彩。

现场，人防大队、押运大队
依次进行了擒敌拳、枪体防卫
术、枪支分解与组合表演，演练

招式利索，动作到位，技能娴
熟。尤其是押运大队设计的押
运队员在执行押钞送款过程中
遇抢遭劫等可能发生的几个应
急预案处置演练，模拟场景逼
真，内容贴近实战，使用道具科
学，演练紧凑有序，幕幕引人入
胜。队员们敏捷的身手、高超的
技能、过硬的素质和不怕牺牲的
拼搏精神，令观众拍手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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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濮阳讯“濮阳市再添
一所高校，濮阳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获批。”昨日，记者从濮阳市人
民政府新闻办获悉，省政府批准
成立濮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5
月12日，国家教育部正式批复备
案。至此，濮阳医专具备了完整
的高等教育独立招生办学资格。

据介绍，教育部批准备案
后，濮阳医专获准参加5月中旬
召开的全省高招工作会议，今年

可进行高招招生。目前，省教育
厅已批复同意濮阳医专开设大专
专业3个，分别是护理、助产、药学
三个专业。濮阳医专今年的招生
计划是1000人，大专专业学制为
三年，每年学费4400元。

据了解，濮阳医专占地685
亩，建筑面积17.8万平方米，现
有专任教师235人，中高级以上
职称163人。学校计划用5年左
右的时间实现学校占地面积

1500亩，在校生达到15000人规
模的“双十五”目标。

“目前，濮阳市仅有一所职
业技术类专科院校，是河南省高
等院校最少的省辖市之一，濮阳
医专的设立有利于优化我省高
等教育布局结构，同时有利于缓
解濮阳当地医疗卫生人才缺乏
的问题。”谈及设立濮阳医专的
意义，濮阳市政府副市长沈运田
表示。

本报鹤壁讯 脱贫攻
坚正当时，健康扶贫有措
施。为深化扶贫工作，近
日，浚县卫生计生委邀请郑
州市第七人民医院（简称
郑州七院）专家，组织浚县
人民医院、中医院、福利医
院、新镇卫生院等多家医院
20多名医学、预防保健专
家，到新镇彭村开展健康扶
贫义诊活动，免费为群众送
医送药。

记者在现场看到，当日
早上7时30分，来自新镇彭
村、侯村、蒋村、张寺南、任
寺南、官庄等10余个村及
周边群众挤满了义诊地
点。专家团队一下车就投
入紧张的检查中。郑州七
院免费彩超检查，浚县医

院、中医院医务人员开展心
电图、B超检查，福利医院
测量血糖，新镇卫生院体质
辨识，中医院和屯子卫生院
中医理疗、推拿，保健院、疾
控中心、计生协会设立咨询
台，免费发放叶酸和常见药
品，并提供健康咨询服务。

“我们上了年纪行动不
便，很少到医院看病，医院能
到家门口免费看病，还给送
了药，太感谢他们了！”彭村
赵秀荣老大娘开心地说道。

据了解，此次义诊共诊
治心脑血管病、高血压、糖
尿病等常见病 1100 多人
次，设立咨询台3个，接受
咨询群众1000多人次，发
放健康教育宣传资料 1000
余份。

本报讯 6月13日，记
者获悉，永达集团在滑县厂
区隆重举行“互联网+道口
烧鸡”产业金融扶贫项目开
工奠基庆典仪式。永达集团
和滑县道口烧鸡的联合大大
增加了产业集聚效应，将带
动劳动就业2000余人，精准
扶贫2200户。

据了解，滑县永达“互

联网+道口烧鸡”产业扶贫
项目包括年加工2000万只
道口烧鸡酱卤制品，以及配
套的产品研发中心、化验检
测中心、冷链物流配送中
心、电子商务平台、产品展
示大厅、“义兴张”道口烧鸡
历史文化博物馆，道口烧鸡
加盟连锁专卖店1000家。
项目总投资1.85亿元。

本报鹤壁讯 选择一
所房子，就是选择一种生
活。选择鹤壁百汇广场，就
是选择了一种随时都能享
受自由幸福的品质生活。
匠心筑家 ，品质生活！6月
18日，百汇广场一期全城
公开认筹。

百汇广场项目由河南
航盛置业有限公司开发，位
于鹤壁市淇滨区兴鹤大街
与南海路交叉口西南角。
项目总占地128亩、建筑18
万平方，规划15栋高层,园
林采用一心、两轴、六大景
观组团的设计手法，让整个
社区被高密度的绿色植被
覆盖。

45米的超宽楼间距、保
证了采光和通风。同时，社
区还配有羽毛球场地，中心
景观区，休闲娱乐场地，独立
幼儿园，让生活更加舒适。

项目坐拥南海、桃园、
朝歌三大公园，周边配套齐
全，新中医院、北大培文中
心、致远中小学、万达广场、
建业凯旋广场等，业态齐
全，满足生活需要，居住投
资均是上上之选。

航盛置业作为鹤壁本
土房地产开发企业，以奉献
精品、服务社会，为鹤壁市
民建造优质的地产项目为
己任。无论是小区配套、景
观规划，还是产品立面细节
处理、时间成本以及人性化
等等都做到了较大的突破，
实现了自然、人性化完美融
合的宜居小区。

目前，一期正在全面建
设中，5号楼已建至15层，其
余楼幢已建至12层。百汇
广场3、5、6、7、8号楼已取得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即将开
始预售。 （本报记者）

鹤壁七中航模“高手”为乡村小学上航模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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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大练兵 增强基本功

濮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获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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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公民大讲堂走进鹤壁、走近学生
呵护一渠碧波 严防人身意外

鹤壁保安大练兵汇报演练近日举行

扶贫有担当
免费送医送药

永达集团联手道口烧鸡
启动产业金融扶贫项目

鹤壁百汇广场：
6月18日公开认筹

飞翔吧，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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