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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功能建设持续发力

为创造更加和谐宜居的生
活环境，新蔡县的城市功能建设
持续发力，久久为功。

完善城区路网。该县实施
了道路畅通一期工程、人民路东
段等8条市政道路建设，完成了
老城区振兴路、人民路中段道路
提质改造；以人行步道提升、疏
通排水管道、弱电入地等为建设
重点实施老城区北湖路、永康路
等7条市政道路的提升工程，新
建、提质、改造道路29.61公里；
实施蔡州路北段、永康路南段等
9条老城区断头路打通项目，新
建、续建道路9.22公里；以景观
式改造和交通优化为重点，启动
实施了古吕大道与明临路交叉
口、洪河大道与明临路交叉口等
路口改造项目，城市路网逐步完
善，交通拥堵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加快市场建设。该县积极招
商引资，引进开发商在县城投资
兴业，完成了蔡州商贸城、鑫源
商贸城及果品批发市场的卫生
设施改造和建设，其中对蔡州商
贸城进行了全方位的改建，功能
进一步完善，有序经营，划行归
市；新建成9家专业市场和6家
大型超市，从源头上遏制店外经
营、占道作业，乱摆摊点现象。

完善公用事业建设。该县

三年以来先后投资5000多万
元，完成城区40多个单位、12
个居民小区的供水管网改造工
程，扩建的新城区全部安装了新
的供水管网，并辐射到城区周边
的各城郊村委，使城区（包括城
郊所有村委）的自来水普及率达
到98%以上，全县各学校自来
水管网全覆盖，普及率达到
100%。

实施绿化美化工程。该县
对城区西湖、南湖、东湖、北湖五
大水景公园及黍河景观带全面
进行绿化、美化，新增绿化面积
340万平方米。实施了公园、游
园广场设施改造工程，对公园破
旧损坏的景观台、廊架等基础设
施进行维修更新，完善了市民之
家、北湖公园等现有公园、游园
广场绿化景观，提高了城区整体
绿化水平。在老城区共投资
1000多万元，补栽行道树6800
多株、建设和维护公共绿地36
公顷、道路绿地52公顷、专用绿
地35公顷、生产绿地48公顷、
防护绿地11公顷；投资8000多
万元，在新城区新增绿化面积近
90万平方米，使县城绿化覆盖
率达到46%。

与此同时，该县投资2200
多万元，完成了新区所有新修道
路的路灯安装任务。配备封闭
式垃圾车220多辆，垃圾密闭清

运率100%；新建高档垃圾中转
站 6个,改造升级垃圾中转站
10个，扩建垃圾卫生填埋场1
座；新建水冲式公厕8 座，维护
和升级改造老公厕30多座，设
置移动式公厕20多座，整个城
区无旱厕。

打造干净、漂亮的
美丽幸福新蔡

为打造“干干净净、整整齐
齐、漂漂亮亮、健健康康”的美丽
幸福新蔡，该县深入开展城市容
貌大提升整治。

该县重点整治了县城人民
路东段、106国道城区段、商贸
路全段、北湖路全段不规范的门
头广告牌匾；取缔占道经营、流
动摊点、加水先车摊点、车辆占
道、乱搭乱挂等现象，并加强对
张贴书写非法小广告的监管和
打击力度。对城区一些繁华路
段的占道经营进行了规范，对沿
街门店划出红线，分类管理。对
城区夜市烧烤的出店时间、摆放
区域进行了规范，确保路面清
洁。

每周的周二、周五，该县动
员各单位干部职工，配合环卫工
开展全城“大清洁”活动。坚持

“一日四扫全保、垃圾日产日清”
管理模式，实行机械化清扫冲洗
和人工保洁相结合，对主次干道
路面、隔离护栏等定期进行全面
清洗，对绿篱、行道树、绿化带进
行修剪和冲洗。对城乡结合部、
背街小巷、下水道口等卫生死角
不间断地进行整治。

该县对县城华星路东段进
行改造，拓宽慢车道，增加停车
位缓解了交通压力。及时维修、
更换城区破损道沿、地砖及公享
单车架，修补油路坑槽。严格按
照“日平整、日消毒、周覆盖”的
处理流程规范作业，坚持每天消
毒、灭蝇，定期整平、覆盖和灭
鼠，确保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
垃圾卫生填埋场日平均处理垃
圾150吨。

通过三年的巩固提升，新蔡
县城的基础设施得到了进一步
完善，城市日常管理有了进一步
提升，城市服务功能不断增强，
有效改善了生态环境、文化环
境、人居环境、社会环境，提高了
人民生活质量，基本实现了“卫
生”向“美丽”、向“健康”转变的
目标。

本报驻马店讯 近
日，驻马店市公安局西园
分局经过缜密侦查，成功
打掉一个电信诈骗团伙，
抓获该团伙犯罪嫌疑人6
名。

7月初，驻马店市驿
城区居民贾某报警称：7
月1日12时许，她接到一
个陌生电话称可以办理
贷款，就抱着试试看的心
态加了对方提供的QQ号
码（昵称为“代办客服”），
又按照对方要求下载了
一款名为“联创贷款”的
手机APP。下载成功后，
在点击申请时系统提示
贷款银行卡存在异常，需
要缴纳保证金。贾某先
后缴纳了共计54400元，
却仍然没有通过申请。
待察觉不对劲的贾某再
次联系对方时，发现已被
拉黑了。

接到报案后，西园分
局案侦大队立即成立了
专案组展开调查。专案
组经多方取证发现，这是
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
的犯罪团伙，犯罪嫌疑人

唐某通过在微信群发布
收买银行卡广告的手段
招募犯罪嫌疑人李某伟
等人入伙，之后开办、购
买多张银行卡、手机卡用
于实施诈骗。这些人平
时就躲在中缅边境附近，
集中安排吃住在一起，以

“办理贷款”的名义广泛
撒网实施诈骗，遇到风吹
草动即随时准备潜逃出
境。

充分掌握该团伙犯
罪事实和相关证据后，在
驻马店市公安局相关部
门配合下，专案组组长庞
常宏带队辗转奔波多省、
市，先后在云南省瑞丽市
夜沧澜宾馆将犯罪嫌疑
人李某伟抓获；在陕西省
汉中市将犯罪嫌疑人唐
某抓获；在云南中缅边境
抓获犯罪嫌疑人苏某灿、
梁某欣、周某波，在湖北
襄阳抓获犯罪嫌疑人康
某文。截至目前，初步落
实案件60余起，6名犯罪
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
留，案件在进一步调查处
理中。

本报驻马店讯 近
日，泌阳警方成功告破一
起网上投资理财诈骗案。

上个月，泌阳县象河
镇居民侯女士微信突然
收到“S凯达”推荐的微信
群，群内有讲师推荐一款
名叫“中国某某网”的
APP以购买彩票的方式
进行投资，投资的过程中
每投资10000元可以获
得 5%的返利，稳赚不
赔。侯女士按照讲师要
求下载了APP,并按照平
台客服要求往账户充
值。随后，侯女士见APP
平台上自己的账户一直
有收益，就陆续将家里15
万多元存款全部投入。8
月6日，侯女士想登上该
平台账户进行提现，才发
现已无法登陆。

泌阳县公安局刑警
大队接到侯女士报警后，

立即成立由反诈中心、刑
警三中队组成的专案组，
开展案件侦破工作。专
案组同时迅速对多个涉
案银行账号查询冻结，93
万元赃款被成功冻结。
专案民警根据该案的诈
骗手法以及资金流向进行
深度分析研判，运用大数
据数据寻找破案线索，最
终锁定嫌疑人身份信息及
活动范围。8月13日夜8
时许，专案民警李海峰、冯
宏坤在湖南省益阳市资阳
区步行街，将正在饭店聚
餐的犯罪嫌疑人洪某某、
帅某某、郭某某三人成功
抓获，并扣押涉案银行卡
一张，收缴赃款50万元。

目前，该案带破同类
网络投资理财案件5起，
三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
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
一步侦办中。

本报驻马店讯 “凡是自称
公检法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凡是网上贷款要求先交钱的，都
是诈骗……天上不会掉馅饼，遇
到诈骗请及时拨打110……”近
日，群众拨打驻马店市公安局南
海派出所民警、辅警的手机时，
均能听到这段彩铃，这是该所针
对当前电信诈骗案件高发的实

际情况，为确保预防电信诈骗安
全常识宣传覆盖面更广创新的
一种宣传方法。

据了解，该所辖区内多数年
轻人外出务工，留守的大部分是
老人、妇女、儿童，往往成为受骗
的高危人群。为不断加大对电
信诈骗案件的打击力度，进一步
提高辖区居民安全防范意识，南

海派出所特地协调联通公司将
本单位全体人员的电话彩铃全
部设置为预防电信诈骗宣传内
容，使群众每次拨打电话都能接
受防骗教育，给大家“耳目一新”
的通话体验。该所通过开通“反
诈”彩铃，提升群众的安全防范
意识，增强了群众抵制网络诈骗
的“免疫力”。

泌阳警方破获一起
网上投资理财诈骗案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李钊
通讯员 马健泳

驻马店警方打掉
中缅边境电信诈骗团伙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李钊
通讯员 史子君

驻马店市公安局南海派出所：开通“反诈”彩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李钊 通讯员 郭玉杰

新蔡县：再次荣获国家卫生县城称号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李钊 通讯员 宋超喜 文图

日前，全国爱卫会发布《关于国家卫生城市（区）和国家卫生乡
镇(县城)复审结果的通报》，新蔡县被重新确认为国家卫生县城。

新蔡县于2017年正式获得国家卫生县城称号后，牢固树立
国家卫生县城创建“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的思想，继续保持旺盛的
创建热情，继续保持昂扬不张扬的工作作风，切实做到工作不松、
标准不降、力度不减。通过三年的巩固提升，基本实现了“卫生”向
“美丽”、向“健康”转变的目标。

干净、漂亮的新蔡县城 吴波 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