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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 时讯AⅠ·26

本报讯 10月30日，汝州
市生态环境保护暨今冬明春
植树造林动员大会在该市体
育文化中心召开。会议动员
全市上下以高度的政治自觉、
强烈的使命担当，坚决打赢污
染防治攻坚战，深入开展今冬
明春植树造林活动，严厉打击
河道采砂行为，奋力开创我市
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市委
书记、市长陈天富出席会议并
讲话。

陈天富指出，近年来，汝
州市坚决贯彻中央、省委、平
顶山市委生态环境保护大会
精神，强力推进污染防治攻坚
战，生态文明理念日益深入人
心，污染防治力度不断加大，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
市上下要进一步提升政治站
位，保持清醒认识，坚定扛起
生态文明建设重大政治责任，
讲政治、顾大局，切实做好环
境保护、河道禁采和植树造林
工作，聚焦重点领域，坚持问
题导向，推动全市生态环境质
量全面改善。

陈天富强调，全市上下要
坚持从严标准，全力做好中央
环保督察交办案件整改工作，
把中央环保督察交办案件整改
工作作为当前头等大事，对照责
任清单，一条一条进行落实，不
折不扣如期完成整改任务。

要坚持铁腕治污，坚决打
好打赢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
攻坚战。要加强建筑工地和
道路扬尘治理，严格落实“六
个百分百”要求，围绕侯饭线、
洛界路、新西环等在建工程，
加大道路清扫保洁及洒水力
度，抑制道路扬尘；要持续加
强“散乱污”企业治理，严厉打
击违法排污、偷排偷放等行
为，新闻媒体要对偷排企业进
行曝光；要加强重型车辆管

理，严格执行过境重型货车绕
行政策；各乡镇、街道要加强
人居环境整治，尤其是镇区及
主干道，要切实把道路扫干
净、把垃圾清干净。

要坚持全域增绿，全力实
施国土绿化提速行动，抢抓今
冬明春植树造林的“黄金期”，
大干、快干、实干，早谋划、早
安排、早推进，迅速掀起造林
绿化高潮。一是坚持以中心
城区绿化为核心，建设花园城
市。要对城市中央公园、滨河
公园、森林公园等进行景观改
造提升，加强苗木日常管护、
卫生清扫，让公园越来越美，
打造从北部山区到北汝河的
生态轴、景观轴、发展轴；要对
市区内道路进行绿化提升，对
黄土裸露和缺植断垄部分进
行增植补绿，对老城区主干道
进行见缝插绿；各机关、企事
业单位和工厂企业要以种植
常青树种为主，对院内进行绿
化；城区5个街道要各自新建
一个街头游园，持续增加城市
绿量。二是坚持以近郊区绿
化为重点，向森林围城的目标
迈进。要按照国家储备林建
设总体规划，围绕龙山森林公
园、科教园区背后的山坡等近
郊荒山，以及城区6个出入市
口等近郊区域，进行大规模绿
化。龙山森林公园在今冬明
春要进行全面补植补造，消灭
道路环线视野范围内的荒山；
围绕龙山新建车行旅游环线，
建设龙山登山步道和龙山山
顶广场并亮化。要争取项目
资金，规划建设北部山区环山
路。三是坚持以北汝河绿化
为亮点，在北汝河两岸城区段
规划建设不低于100米的生态
景观林带。河道两侧严禁养
殖畜禽，严禁向北汝河进行排
污，严禁向北汝河倾倒生产生

活垃圾。四是坚持以山区绿
化为关键，构建绿色屏障。各
乡镇、街道要围绕铁路、高速
公路、国道、省道、县道和乡村
道路，大力推进造林绿化，多
造林、增加绿量，造好林、提高
质量。要突出各自的绿化重
点，持续开展绿色乡镇、绿色
村庄创建活动，对主干道两
侧、乡镇游园等进行补植绿
化，对大峪等乡镇的红叶景区
进行连片红叶补造。五是开
展向55个贫困村赠送果树活
动，在绿化美化村庄的同时创
造经济收益。

陈天富强调，必须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把河道采砂作
为底线中的底线，坚决做到全
面禁采，坚决打击非法采砂行
为，维护好社会公平正义。各
乡镇、街道要对辖区采砂情况
进行全面摸排、调查核实，发
现问题，坚决打击，绝不手
软。市纪委、市委巡察办要加
强监督检查和巡察，一经发现
偷采行为，要严肃处理，并追
责问责。

市委副书记李运平主持
会议。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张伟宣读相关表彰决定。市
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鹏安排
生态环境保护暨秋冬季大气
污染防治工作。市政府副市
长焦慧娟安排河道采砂治理
暨今冬明春植树造林工作。

会上，还对去年造林绿化
工作中涌现出的先进单位和
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20个乡
镇、街道和住建局、水务局、国
有风穴林场等相关单位主要
负责人递交了目标责任书；造
林绿化先进单位代表、大峪镇
党委书记张雅丽和十大造林
绿化模范代表、临汝镇关庙村
党支部书记冯社奇分别作典
型发言。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汝州
市文明办获悉，为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坚持不懈用党的理论创新
成果武装党员干部、教育人民
群众，充分发挥市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和基层文明传习所
（站）的作用，坚守基层意识形
态工作阵地，进一步凝聚起全
市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强大思想动力和行动合力，汝
州市文明办决定组建汝州市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宣讲志
愿者队伍。

志愿者的基本条件是政
治素质高，思想品德好，遵守
党的宣传纪律，志愿从事新时
代文明实践工作，具有奉献精
神和家乡情怀；有一定的理论
水平，能准确领会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

的十九大精神以及党的方针
政策、法律法规和相关业务知
识；有一定的宣讲水平，工作
经验丰富，群众基础较好，带
头讲文明树新风；身体健康，
能够胜任宣讲工作的党员、干
部、职工、教师、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退伍军人、劳动模范、
道德模范、乡贤人物等均可报
名。

汝州市组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宣讲志愿者队伍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鸿飞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魏向涛

铁腕治污 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汝州市召开生态环境保护暨今冬明春植树造林动员大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鸿飞 汝州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红涛

1.我知道。每个市民
都要知道汝州市正在争创
全国文明城市，了解文明
城市创建的基本知识。

2.我支持。每个对生
活满怀希望的汝州人，都
希望我们这座城市更加文
明和谐美丽。通过争创全
国文明城市，城市环境将
更加整洁优美、窗口服务
将更加文明优质、城市管
理将更加精细高效、城市
功能将更加舒适便利，全
市人民将享受到更多的创
建成果，幸福指数将进一
步增强，市民是最大的受
益者。因此，每一个市民
都应该发自内心地支持汝
州 市 创 建 全 国 文 明 城
市。

3.我参与。市民参与
文明城市争创，具体有三
个途径：

一是遵守社会公德，
做一个文明市民。遵守公
共场所道德：公共场所无
乱扔杂物、随地吐痰、损坏
花草树木、吵架斗殴等不
文明行为；禁烟场所无吸
烟现象；影剧院、图书馆等
场所安静、文明，无大声喧
哗、嬉闹现象。遵守交通

秩序：车辆、行人无乱穿马
路、闯红灯现象；交通畅
通、无人为造成的严重阻
塞现象；交警文明值勤，车
辆、行人服从指挥。维护
公共设施：公用电话、邮
箱、报栏、座椅、窨井等公
共设施得到精心保护，无
人为弄脏、损坏现象。

二是遵守职业道德，
做一个合格的美丽汝州建
设者。如果您是一名公务
员，就努力改进思想作风，
做一名廉洁勤政的人民公
仆；如果您是一名经商者，
就自觉坚持诚实守信，以
诚兴业；如果您是一名学
生，就做到“爱学习、爱劳
动、爱祖国”。

三是积极参加公益活
动，做汝州创城的排头
兵。在力所能及的情况
下，尽可能多地参加学雷
锋志愿服务、文明旅游、文
明餐桌、文明交通、网络文
明传播等各类创建活动，
为汝州争创全国文明城市
尽力、添彩。

（汝州市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指挥部办公室供
稿）

本报讯 10月18日，
在省卫计委举办的“2018
年全省突发事件紧急医学
救援管理与技能培训”中，
汝州市人民医院凭借训练
有素、功底扎实脱颖而出，
荣获团体二等奖、个人一
等奖一名、个人二等奖一
名、个人三等奖一名。

全省共有80家医疗
卫生单位、240人组队参
加本次培训及比赛，涵盖
省直、省辖市和省直管县
（市）级等二甲以上综合性
医院。此次比赛不仅考察
了队员的病情处置能力，
还考察了人文关怀、个人
防护、医疗废弃物处置以

及团队配合等综合素质，
汝州市人民医院选派的3
位同志，配合密切，脱颖而
出，取得了骄人成绩。

据了解，近年来汝州
市人民医院十分重视开展
全民自救互救卫生应急知
识技能普及活动，积极开
展模拟训练，磨合救援机
制，锻炼救援队伍。医院
紧急医疗救援队相继走进
市政府、市交警队、市区各
社区，广泛举办心肺复苏
等应急技能培训，努力使
每一个参培人员都能熟悉
掌握基本急救知识，最大
可能地挽救生命，为建设
健康和谐汝州贡献力量。

汝州市人民医院
获四项大奖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咱应该怎样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张鸿飞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董仕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