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为迎接农历新年的
到来，从1月29日开始，汝州市
城管局环卫处用一周的时间，组
织三个环卫公司对城区及汝南
产业集聚区环境卫生进行全面
整治，进一步提高该市环境卫生
质量，为市民创造更加干净、靓
丽的城市面貌。

近期汝州先后迎来两次强
降雪，雪花夹杂着灰尘，融化后
浸入路面及城市家具上，为城市
环卫工作增加了难度。为净化
城市环境，在大雪消融、气温回
升后，环卫处及时督促三个环卫
公司，对城市主要的快车道、慢
车道、花砖、道牙及护栏、便民座
椅等进行全面、细致的大冲洗、
大擦洗，除污除泥，彻底解决了
清雪除冰过程中遗留的细节问
题，保障了道路无积尘，城市家
具干净靓丽。

本报讯 2月5日上午，汝州
市一高在学校举行国学讲座，北
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杨
虎教授主讲。校长张新讲、党总
支书记武旭峰和近700师生代
表聆听了讲座。

杨虎教授从国学的基本定
义、国学概念产生的时代背景、
国学的学科体系、国学的基本要
籍和国学经典的阅读等五个方
面，做了精彩生动讲解，既高屋
建瓴，又深入浅出，报告厅不时

发出热烈的掌声。
据悉，汝州市一高致力于打

造豫西南教育高地，以传承中华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非常
重视校园文化建设。这次国学
讲座是校园文明建设、德治建设
的其中一部分；并以此为契机与
北大云国学教育相结合，要在全
体师生中进一步广泛深入开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杨虎，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
院副院长、文学博士，主要研究

中国出版史与传统文化、北京风
物与传统文化。他编著（或参
编）的图书20部，代表作有《文化
的坚守与运营：畅销书出版营销
研究》（独著）《中国书业》（合著）
《插图本中国图书史》（合著）
等。迄今发表文章70余篇，参与
《中国出版通史》《中国大百科全
书》三 版 修 订 、“ 经 典 与 创
新”——法兰克福书展中国主题
馆脚本设计等国家级、省部级、
校级科研项目10余项。

本报讯 2月2日是世界湿
地日，今年的主题是“湿地——
城镇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为
了提高全民湿地保护意识，2
日上午市林业局组织野保科工
作人员在汝河国家湿地公园开
展“世界湿地日”主题宣传活
动。

湿地有“地球之肾”之美
誉，湿地不仅是野生动植物的
天堂，还具有涵养水源、蓄洪防
旱、调节气候、改善空气、净化
水质等功能。

为加深市民对湿地的认识
与了解，使保护湿地资源的理
念深入人心，市林业局通过悬

挂宣传条幅、发放宣传单、出动
宣传车、发放环保手提袋等形
式，向群众宣传保护湿地的重
要性和重要意义。活动期间共
发放宣传页10000份、宣传册
5000份，制作展板4块、横幅4
块，出动宣传车15辆，发放环
保手提袋300份，取得了良好
的宣传效果。

通过开展此次宣传活动，
不仅增强了全市上下保护湿地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且提高
了广大群众自觉参与保护湿
地、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有
效地促进汝州市湿地保护工作
的全面开展。

本报讯 1月 31日上午，市
人防办联合市消防大队、市第一
人民医院组织30余家人防工程
参建单位和物业单位，在市文化
展览中心开展人防工程消防培
训及演练活动。

此次消防培训及演练分两
大部分：一是讲解消防安全的重
要性，观看火灾警示片，市消防
大队参谋李新超结合近年来几
起典型案例，从消防责任落实、
器材配备、出口畅通、一懂三会

等方面进行了讲解，让学员了解
火灾疏散逃生方法及火灾扑救
知识。二是组织消防演练，包括
人防工程内部火灾的发生、报
警、现场救援、疏散、整理五个方
面；要求各人防工程参建单位管
理人员能够查找并排除自身安
全隐患、能够扑灭初期火灾，在
发生火灾时能维持秩序、开展自
救互救。

培训结束后，所有人员到达
指定地点参加演练。演练模拟

场景为假设发生“火情”，现场火
光冲天、浓烟弥漫，有人员“受
伤”，参加演练的单位组织内部
消防力量开展初期灾害控制和
自救，并将相关情况报告有关部
门，同时拨打119和120。随后，
医院的急救车迅速到达，医护人
员对伤员展开急救。在演练过
程中，参战人员分工明确，任务
清晰，行动迅速，各小组协同配
合密切，圆满完成了演练设置的
各项任务。

本报讯 洗耳河街道办积
极推进烟花爆竹及孔明灯禁放
工作，强化宣传教育，加强集中
整治，确保禁放工作不反弹，改
善空气质量，消除火灾隐患，保
障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和公共
安全。

在工作中，街道办在辖区
主要街道、重点区域、企事业单
位门口，各社区（居委会）人群
密集场所，张贴全市禁止燃放
烟花爆竹及孔明灯的公告，组
织宣传车在辖区流动宣传，做
到家喻户晓；组织辖区党员、干
部签订承诺书，带头禁燃禁
放。各居委会（村）、各单位分
别召开会议，加大力度做好宣
传动员工作。与此同时，各责
任单位立即开展行动，加强巡
查力度，重点查处烟花爆竹及

孔明灯非法运输、储存、销售和
违规燃放行为。在做好日常监
管、打击、处理工作的基础上，
妥善处理群众举报案件，把烟
花爆竹及孔明灯禁燃禁放工作
落到实处。

为做好这项工作，街道办
成立以党工委、办事处主要负
责人为组长，其他班子成员为
副组长，安监、环保、城管、派出
所、工商所、执法中队等单位为
成员的禁燃工作领导小组，并
抽调30名责任心强、政治素质
高的人员组成专业禁放队伍，
加强对辖区巡查和处置工作。
要求在禁放区域内全时段禁止
燃放、禁止销售烟花爆竹和孔
明灯，积极引导鼓励以电子声
光鞭炮代替烟花爆竹，减少环
境污染。

本报讯 1月31日，钟楼街
道办召开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及
孔明灯工作动员会，传达贯彻
市委、市政府有关精神，动员办
事处各部门统一思想，迅速行
动，集中时间、集中力量，打赢、
打好辖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
作攻坚战。

会议要求，办事处、各村委
要加强宣传教育，通过多种渠
道、多种形式，宣传禁止燃放烟
花爆竹的区域、时间及注意事
项等相关规定。同时，钟楼街
道办的机关党员干部及各居委
会（村）主要干部签订《禁止燃
放烟花爆竹及孔明灯承诺书》
143份，以身作则，带头禁放，

通过营造浓厚宣传氛围，使“禁
燃”工作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会议强调，办事处、各村委
要专门设立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工作领导小组，安排专人负责
禁燃禁放工作，把日常管理与
禁燃管控有效结合起来，加大
执勤巡查力度，确保禁燃工作
高效开展。另外，街道纪工委
及督查办要对照目标责任书的
内容，对各居委会（村）、各单位
禁燃工作进行督查，切实把各
项任务落到实处，对工作不力、
作风不实、行动迟缓的单位和
人员严肃追责，建立纵向到底、
横向到边的监管体系，切实开
展好禁燃工作。

本报讯 为保证双节期间各
项重点工作有序推进，有效应对
突发事件，为辖区群众营造祥和
欢乐的节日氛围，2月5日下午，
风穴路街道办围绕节日期间安
全生产，禁燃禁放，违法占地、违
规建房查处等民生工作，从各科
室（站所）抽调21名骨干组建双
节期间专业督查队伍。

针对禁燃禁放工作，要牵头
督促各社区（村）建立横向到边，
纵向到底的网格体系，明确网格

长、网格员，划清值守边界，办事
处和各村（社区）都要成立专业
队伍，出动3台以上车辆，统一张
贴标识，统一配备宣传喇叭，坚
决实现辖区禁燃禁放零目标；安
全生产工作，要牢固树立安全为
天理念，督促、配合各片线不间
断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活动，重
点做好超市、加油站、KTV、灯展
区域等人员密集场所安全检查，
并建立工作台账、明确整改措
施，督促整改落实到位，以“战战

兢兢、如履破冰”的工作态度，保
证安全态势持续向好；信访维稳
工作要与各社区（村）治安巡逻
结合好，防止出现民转刑案件的
发生，同时要走访、倾听群众呼
声，为群众办实事，做好“解民
忧、化民怨、济民困”工作；在“双
违查控”工作上，加大对全域的
巡查监管力度，以“零容忍”的态
度对违章违法建筑发狠力、出重
拳、强震慑，实现“双违”整治“零
增量”的工作目标。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员 丁亚伟

汝州环卫清洗城市迎接新年

汝州市一高邀请北京大学
杨虎教授开展国学讲座

钟楼街道办扎实开展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

风穴路街道办开展双节期间民生工作督查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员 梁朋涛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薛菲 文图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伟恒 通讯员 李国现 张晓楠

汝州市林业局组织开展
“世界湿地日”宣传活动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伟恒 通讯员 韩少伟

洗耳河街道办强力
推进烟花爆竹禁放工作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刘亮果 秦芳

汝州举办人防工程消防培训及演练活动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员 史清浩 吴利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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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洗、擦洗桥面、桥栏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