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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伟
恒 通讯员 王召霞 文图

本报讯 7月31日,记者从
寄料镇获悉，该镇7月份以来积
极开展农村广告专项整治行动，
并取得了丰硕战果。

据悉，为有效清理、规范寄
料镇辖区广告市场，7月14日，
寄料镇召开全体机关会议，安
排、部署辖区广告清理、规范工

作。会上印发了《寄料镇2017
年度农村广告专项整治行动实
施方案》，同时印发了《寄料镇人
民政府关于整治清理辖区户外
广告的通知》3000份，明确了整
治范围、整治内容和工作步骤。

会议结束后，寄料镇安排两
名机关工作人员专门负责此项
工作。集中力量拆除庙洪线温楼
村至寄料村中心幼儿园、镇卫生
院至纸坊桥无序广告。集中行动

以来，参与此项工作的人员，冒着
酷暑，全身心投入到拆除行动
中。每天上午9点到晚上7点，沿
街逐商户发放《寄料镇人民政府
关于整治清理辖区户外广告的
通知》（要求每家商户在通知书
上签字承诺）。由于宣传到位、
辖区群众主动配合拆除工作，甚
至出现了商户拿出自家切割工
具供拆除人员使用的场景。截
至7月30日，寄料镇共拆除庙洪
线温楼村至寄料村中心幼儿园、
镇卫生院至纸坊桥的路灯、线
杆、墙体上的各类广告367块，其
中固定广告268块、喷绘广告96
块、横幅广告 2块、立柱广告 1
块。规范、有序、整洁的广告市场
环境已经初现。

寄料镇党委书记李建峰表示，
今后，寄料镇将继续加大工作力
度，把此项工作向辖区34个行政
村延伸；同时加大监管力度，做到随
时发现、随时拆除。全力打造规范、
整洁的农村环境和积极向上的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空间。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
国锋 通讯员 郭永涛 宋涛

本报讯 为了能更好地做
好交通运输系统大检查工作，
7月28日，汝州市交通运输局
安全监督科联合海事处（运管
科）共同成立了安全生产大检
查工作小组，开展水上交通安
全生产大检查活动。

活动重点是对马庙库区渡
口、渡船及汝州市安顺水上旅游
有限公司水上安全生产工作检

查。检查组通过现场听汇报、查
记录、检查水上安全设施等方
式，对渡口、渡船及水上运输企
业的救生、消防设施、船舶检验
证书和船员证书等安全生产工
作进行了全方位检查督导。

通过检查，检查组摸清了
水上安全生产及运输企业的
薄弱环节，针对检查发现的问
题，检查组提出了整改和防范
措施，要求被检查企业严格按
照水上安全管理规定，限期做
好整改工作。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
锋 通讯员 李刚

走进骑岭乡田堂村卫生室，
错落有致的花草、色调匀和的围
栏、洁白的外墙、闪光的琉璃瓦
房沿、耀眼的健康宣传栏，幽雅
的环境尽显了主人独特的情怀，
诊室门前的座右铭更是引人注
目：“我们是乡村医生，我们都是
一家人，尽管百分之百的努力不
一定能够换取百分之百的疗效，
但我们会为此而努力，直到永远
……”

走进诊室看到多名患者在
候诊，药房前一位小伙子要购
药。村医杨文杰问道：“你哪里
不舒服？”小伙子说：“嘴唇干裂，
有点上火。”“小兄弟，阿莫西林
是抗生素，不合理使用容易产生
耐药性，今后一旦你需要使用抗
生素治疗而细菌产生了耐药性
可就不好了，口唇干裂多吃蔬菜
水果、多喝白开水就行了，还可
以涂点维生素软膏。”起初执意
要买阿莫西林的小伙子犹豫了
一下，取了一支维生素软膏高兴
地离去了，走到门口还特意说了
声谢谢。在抗生素和激素被滥用
的今天，一位乡村医生能如此执
着地坚持原则，真心让人敬佩。
据记者了解，杨文杰医生每年购
进的地塞米松之类的激素药品
在乡村医生中是最少的，每年购

进为数不多的几盒也是为急救
和特殊病情而准备的，往往都是
过期失效了被扔掉。

在临床上很多疾病用西医
治疗效果欠佳，杨文杰就刻苦学
习中医，先后自学了中医专科知
识并获得了大专文凭，2003年自
费在河南中医学院一附院深造
一年，2010年通过了国家医师资
格考试，他在卫生室广泛开展中
医药技术应用。十多年前一位
女患儿患重症乙型脑炎，辗转市
里两家大医院，治疗近两个月，因
高热、反复抽搐、二便失禁、呼吸
衰竭而在院方的建议下放弃治
疗，家长抱着渺茫的希望寻求杨
文杰医生诊治后，在无法为患儿
进行注射、口服药物等常规治疗
的情况下，杨医生采用中药灌肠
的独特思路为患儿进行治疗，很
快控制了病情，如今患儿已经长
大成人，生活起居良好。他运用
秘制“痹痛丸”治疗股骨头坏死和
颈肩腰腿痛；“消瘤散”治疗多种
肿瘤病；中医药治疗感染性疾
病；“通络散”治疗心脑血管病等
多种疑难杂症；推广针灸和中医
外治等技术，为众多的顽疾患者
解除了病痛。

村子里张某是困难户，其父
亲患尘肺病丧失劳动力，母亲患
高血压常年服药。其女儿患先
天性复杂性心脏病在各大医院诊
治，不是因为病情复杂不能手术，

就是费用太高家庭承受不起，得
知情况后杨文杰就奔走乡里、市
里、省里积极为患儿寻求赞助，他
的努力终于感动了河南宏大心血
管病医院的领导，经过医院的努
力，减免了患儿的部分治疗费用，
医院又拉了两个公益项目的赞
助，彻底解决了患儿十多万元的
高额医疗费用，手术后患儿恢复
良好。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农村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急
剧增多，杨文杰就自费印制健康
宣传资料，在看病坐诊的过程中
为患者发放并讲解防病常识，还
自费邀请当地名师为群众传授太
极拳。在工作之余，他还积极参
加省市的各种乡村医生适宜技术
培训班，在提升自己技术的同时，
还号召和带动全省的乡村医生们
积极开展公共卫生服务，深入学
习中医适宜技术技能。随着医改
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全面推行，
更让他为群众提供健康服务有了
支持和保障。由于他工作努力，
连续多年获得“平顶山市疾病预
防控治工作先进个人”、“汝州市
优秀乡村医生”、医药卫生报社健
康中原行“乡医高手”等荣誉。

他是共产党员，一名优秀的
乡村医生，忠实地守护着一方群众
的健康，他的执着和坚守彰显了一
名时代村医扎根基层、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忠实理念。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
国锋 通讯员 郭永涛

本报讯 7月 31日上午，
小屯镇杨其营村两委会代表，
为汝州市交通运输局送来一
面“惠民工程、质量过硬、情系
民众”的锦旗，对交通运输局
为民修路办实事，解决群众出
行难表示感谢。

“谢谢你们为我们解决出
行难问题。”小屯镇杨其营村
两委会代表拿着锦旗紧紧握
着农村所所长丁会峰的手
说。“为人民群众修路造福是
我们应尽的职责。”丁会峰接
过锦旗说。

据悉，由于近年来交通量
增大、大型车辆较多，小屯镇
吴营村至杨其营村道路原有

“村村通”路面显得越来越窄，

路面损坏严重，已不能满足当
前人民群众的出行需求。为
改善沿线群众出行条件，该局
立即组织农村公路管理所带
领专家到现场研究改造方案，
从今年3月份开始组织对该路
段（全长2.117公里）路面按三
级公路标准进行升级改建，经
过3个多月紧锣密鼓的施工，
于6月中旬全面完成，目前，该
路段已全线通车。

据了解，汝州市交通运输
局根据国家提倡的搞好全市

“四好农村路”工作部署，加
大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养
护、运营力度，以深化管养体
制改革为重点提升农村公路
服务能力，以发展农村客运
和农村物流为重点统筹城乡
一体化发展，提升该市交通承
载能力。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
伟恒 通讯员 任沛

本报讯 7月 27日，记者
从汝州市移民管理局获悉,
为进一步落实汝州市委、市
政府汛期会议精神，确保汝
州市移民群体顺利度汛，汝
州市移民管理局早安排、早
部署，全力推进移民群体安
全度汛。

据悉，汛期来临前夕，汝
州市移民管理局召开党组会
议，专题研究移民群体汛期安
全问题，按照局党组会议精
神，成立汝州市移民管理局安
全度汛工作领导小组，按照分

工，班子成员对全市移民乡镇
进行分包，落实责任，确保每
一名班子成员所包乡镇在汛
期不发生一例安全事故。随
即，该局立即召开各乡镇移民
专干和移民代表会议，要求对
所在辖区的移民危房户和有
安全隐患的移民户进行拉网
式排查，确保不漏一户、不漏
一人。同时，该局积极向汝州
市政府汇报，争取资金 5 万
元，购买汛期物资，共准备了
袋类1000条，铁锨50把，应
急手电30盏，并制定了防汛
物资的管理制度和调配方案，
确保汛期来临时，能够及时投
入使用。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降海
新 通讯员 焦玉昌

本报讯 今年7月份以来，焦
村镇在环保治理攻坚战中，结合
实际，频出奇招，敢于对“污”亮
剑，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据了解，为彻底治理扬尘、污
水、气体等对环境的污染，该镇逐
村普查登记，将全镇所有的“小散
乱污”企业进行普查登记，造册建
台账，然后对其进行逐一分析，研
究出治理办法。对于企业前景看
好的予以正确引导，帮其制定治污
措施，监督其整改到位，对于效益
较差又无整改能力的令其停工停

产，撤走设备，土地复耕到位。
同时，对于各个治理对象，实

行属地管理，所在工作片的片长为
第一责任人，根据镇环保部门安
排，统一行动，每天下午5点前将
本工作片治理情况上报镇环保所，
排出名次后，以手机短信和微信方
式通报全镇，连续三次排名后三位
的片长在机关大会上做表态发言，
不听解释，不要客观原因，只求限
时完成任务。

此外，该镇政府每周组织工
作片片长、包村干部逐村进行一
次环保大评比，实地检查环保工
作进度，现场由工作片片长介绍
本片的做法、成效、经验，并由大

家当场进行打分，检查结束后，
通过分数汇总，再排出名次，对
排名前三位的进行表彰奖励，对
排名后三位的除大会上做检查
外，取消该村当月活动经费，扣
除年终考核分10分。

截至目前，全镇16个行政村
已有14个建立污水处理工程，卫
生院、敬老院、金汇牧业等重点单
位也相继建成了污水处理工程，
四家餐饮企业实现了煤改气的转
变。境内县乡公路每日打扫一次，
洒水一遍。同时，拆除小砖厂6
家，盖板厂2家，撤掉小型养殖场2
家，关停饭店1家，使全镇“治污”
工作再上新台阶。

焦村镇对污染源“亮剑”

寄料镇开展农村广告整治行动

扎根基层的“乡村健康卫士”杨文杰

汝州市交通运输局：

情系群众办实事
修路造福暖民心

汝州市交通运输局——

对水上交通企业
进行安全生产大检查

汝州市移民管理局：

多措并举，
确保移民群体顺利度汛

清理户外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