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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奋进的砥砺奋进的
绿色发展 绿色生活

□本报记者 王平
本报通讯员 刘梦珂

湛蓝的天空，飘浮着朵朵白云；清
澈的包河水上，市民乘船游玩……8月
14日的商丘，天蓝水清，引得市民情不
自禁地拿出手机拍照，感叹“不用去草
原也可以看到蓝天白云了。”

商丘环境的改善，市民幸福感的
提升，得益于商丘市委、市政府痛定思
痛的整改决心，将环境污染防治纳入
重要议事日程，围绕“三个治本、三个
治标”，坚持标本兼治、长短结合原则，
全面开展水环境治理、大气污染治理
攻坚战。

“去年商丘的环境是真不好，大街
上都是戴口罩的，到处都是尘土，都不
敢让小孩出门。”正在包河游玩的市民
彭女士说起以前商丘的环境，连连摇
头。

以前的商丘环境保护工作滞后，
水体恶臭，垃圾遍地，大气环境质量急

剧恶化。2016年 4月，商丘市因大气
质量严重恶化而被环保部公开约谈。

痛定思痛，商丘开始了一场轰轰
烈烈的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围绕“六控”，狠抓治污。“控尘”，
重点治理扬尘污染。对建筑、道路、拆
迁等工地，严格落实“一票停工制”，达
不到标准的，依法予以处罚并责令停
工整治。对全市703辆渣土车安装车
辆定位仪，主城区内的 549辆渣土车
完成自动化密闭装置改造。去年以
来，商丘市投入2.9亿元购置了各类环
卫车辆，中心城区主次干道机扫率达
到 100%。“控煤”，着力解决散煤燃烧
污染。2016年商丘市在全省率先开展
燃煤散源治理，取缔燃煤点、劣质散煤
销售点，设置35个优质型煤加工厂，加
快推进清洁型煤配送体系建设。“控
排”，取缔小散乱污企业，抓好大型涉
气工业企业治理。“控车”，市区外围设
置26个过境大货车分流点，新购1000
辆纯电动公交车，发展绿色交通。“控

油”，采取“查、打、关、治、罚”等措施，
清理黑加油站点。“控烧”，在执法、减
排、管理、联防等方面下大力气，呼吁
市民禁放烟花爆竹。

记者在商丘高铁站北广场、商丘
市一中新校区等项目施工现场看到，
拆迁湿法有序进行，裸露的黄土和建
筑垃圾全部被编织网覆盖。

“我们都是严格按照‘六控’进行
施工的，做到了‘六个百分百’，防治大
气污染，保护商丘生态水系。”商丘市
一中新校区项目负责人说。

标本兼治，整治水环境。商丘在
全省率先开展了以内河清淤疏浚、截
污纳管为重点，以流域治理、黑臭水体
整治为主要任务的水污染防治，打响
水环境治理攻坚战。商丘对每条河
流、每个流域，都制定了详细的整治规
划，集中治理超标河水。结合内河现
状，采取了“三全一满”治理措施，即河
道全疏通、排污口全封堵、底泥全清
理、污水处理厂满负荷运行。全力推

进污水管网和污水处理厂建设。全市
新建污水处理厂2座，新增污水处理能
力7万吨、污水管网30公里；谋划和在
建城市污水处理厂6个，污水处理能力
16.5 万吨。以乡镇为单位，全面排查
清理河道水面漂浮垃圾、河岸垃圾、桥
头垃圾。秸秆、杂草类垃圾就地积肥，
严禁用土翻埋白色、持久性有机物垃
圾，发现翻埋河道垃圾的，严肃处理责
任人。

为打赢环境治理攻坚战，商丘把
建立完善环境污染防治机制作为重要
举措，建立定期考评奖惩机制、攻坚战
督导追责机制。对大气污染治理不力
的县（区）和责任人，分别扣除财政款
项、追究责任。

如今，商丘的环境质量有了明显改
善。2017年1月至7月，商丘市空气优
良天数104天；PM10平均浓度全省排
第七位，PM2.5平均浓度排第四位，空
气质量综合指数排第三位。实现了由

“落后生”到“优等生”的蝶变。③6

□本报记者 王平
本报通讯员 庞红卫

曾经，哈密市肿瘤防治事业“一穷
二白”，超过90%的患者需要辗转前往
乌鲁木齐及其他大城市就医；而今，在
河南专家的帮扶下，当地肿瘤患者告
别了外出求医的艰辛，有了“家门口”
的肿瘤专科医院。

自 2010 年对口援疆工作开展以
来，医疗专家们告别熟悉的家乡和环
境，把哈密当成“第二故乡”。以哈密
地区第二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哈密二
院”）为基础，河南援疆医疗专家团队
凝聚各方力量，对当地肿瘤防治工作
开展持续不断的帮扶。一项项新技术
的开展应用、一次次对急危重症患者
的抢救，带动了当地医疗卫生机构诊
疗水平的提升，为哈密各族群众送去
了切实的获得感。

第七批援疆医疗专家团队在时任

哈密二院副院长、省肿瘤医院放疗科副
主任张景伟的牵头带领下，依托河南本
地医院的肿瘤专科优势，制定出了哈密
二院建设肿瘤医院的发展规划，得到河
南援疆前线指挥部和当地政府的大力
支持。第八批援疆医疗专家入疆一年
后，2000多平方米放疗楼建成，高端直
线加速器、射频消融治疗仪等一大批尖
端医疗设备购进，疾病诊断有了专业精
确的“把关”，患者就医环境大大改善。

8月16日，曾经参与医院筹建的第
八批援疆医疗专家、河南省肿瘤医院副
院长王振军说：“河南援疆专家历时四
个月深入哈密各地调研，形成了一份长
达200页的哈密地区近三年间的恶性
肿瘤疾病住院治疗费用分析报告，促成
了相关救助政策的出台，当地政府提供
专项资金用于肿瘤患者住院诊疗费用
补助，让更多贫困患者看病无忧。”

为进一步推动哈密地区肿瘤防治
事业的发展，2017年 2月，新的一批援

疆医疗专家团队来到哈密二院。这些
肿瘤内科、肿瘤外科、放疗科、病理科
等专业的专家来自省肿瘤医院、河南
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郑州大学第
三附属医院。他们总结经验、集体作
战，开展“组团式”帮扶。哈密二院也
挂上了“哈密市肿瘤医院”的牌子。

在医疗专家团队的推动下，当地政
府出台了《哈密市肿瘤医院“组团式”援
疆三年发展规划》，明确将围绕“大专科、
小综合”的发展战略，力争3年内实现综
合医院向肿瘤特色综合医院转型，打造

“东疆地区肿瘤防治中心”；哈密市肿瘤
防治4S联盟及多学科会诊中心的先后
揭牌成立，则让更多疑难重症患者得到
了更加精准高效的诊疗。此外，医院还
为肿瘤患者组建了“抗癌之家”心理支持
与交流平台，成立“护爱”志愿者服务队，
更多癌症患者有了“心灵家园”。

医疗专家在发挥自身技术优势、
单位学科建设优势的同时，还持续不

断地做好“传帮带”工作，把先进的医
疗技术和医院管理理念毫无保留地传
授给当地医务人员，变“输血”为“造
血”，为当地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医
疗队”。在援疆专家的帮扶下，哈密二
院先后开展了“空肠间置技术治疗胃
贲门癌手术”“大肠癌 NOSES 手术”

“颈内动脉内膜剥脱术”等，填补了全
疆医疗技术的空白，新技术、新业务开
展多达 40余项。今年 8月 5日，哈密
市抗癌协会成立大会暨首届豫新肿瘤
精准治疗论坛在哈密召开，来自豫疆
两地各大医疗机构的 200余人参会，
哈密肿瘤防治事业开启了新篇章。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哈密市肿瘤
医院接收肿瘤患者同比增长57.52%、
手术同比增长 121.95%、化疗同比增
长50.75%、放疗同比增长48.22%。一
批批的援疆医疗专家用精湛的医学技
术和贴心优质的医疗服务，为哈密肿
瘤患者织起了健康保障网。②40

商丘：从“落后生”到“优等生”

援疆前赴后继 织就健康之网
——河南医疗专家接力帮扶哈密肿瘤防治工作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8 月 16
日，记者从省公安厅获悉，从即日起
至 8月 25日，省公安厅组成 11个督
导组，在全省开展预防重特大道路交
通事故专项督导检查。督导期间，各
督导组将乘坐一次跨省班线客车进
行全程暗访。

省公安厅要求，当前，我省道路
交通安全形势复杂，今年以来较大以
上道路交通事故呈上升趋势。全省
各级交警部门要牢固树立“隐患就是
事故”的危机意识，坚决打赢隐患歼
灭战、路面防控战、宣传攻势战和共
治合成战，消除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
的安全隐患。

各级交警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对
跨省班线客车、线路进行排查，严格落
实接驳运输、落地休息、夜间禁行等制

度；要集中开展隧道、路口交通安全综
合整治；要全力提升客运车辆、校车、
重型货车的检验率、报废率、违法清零
率，清除重点车辆的安全隐患；严查私
自关闭动态监控系统和动态监控室的
不履职、不尽责、不提醒等违规行为。
同时，依托公安检查站、执法服务站、
乡镇交管站、农村劝导站，重点严查3
次以上违法未处理的重型货车、农村
面包车，5次以上违法未处理的社会
车辆，加大对过境客运车辆的查控力
度，做到报警必查，逢疑必查。

据悉，11个督导组由省公安厅交
警总队、高速交警总队班子成员和正
处级领导干部带队，深入分包省辖
市、省直管县（市）进行督导检查，对
督导中发现的工作不力单位要进行
问责追责。③7

本报讯（记者 董娉）随着大中专
院校开学时间临近，学生返程客流高
峰即将到来。8月16日，记者从郑州
东站了解到，该站从售票组织、乘车
引导和资讯服务等方面做了充分准
备，为学生返校做好出行服务工作。

据悉，即将报到的大一新生，可
凭本人的录取通知书和有效身份证
件，到郑州东站人工售票窗口购买一
次由家庭所在地至学校所在地的高
铁二等座学生票。其他符合规定的
学生，可凭身份证和含有火车票优惠
磁卡的学生证购买家庭所在地至学
校所在地的高铁二等座票。根据铁
路相关规定，新生和寒暑假返程的学
生乘坐高铁动车组列车二等座，可享

受全额票价7.5折的优惠。
针对新生行李较多的情况，郑州

东站在“心馨”服务台安排行李搬运
服务人员坐岗。只要有需要，“小红
帽”随叫随到，以保证学生和行李能
够安全、准时上车。同时，对于学生
客流“一人走、全家送”的特点，在旅
客集中乘车和列车密集到达时段，车
站要求站台客运员上岗携带喇叭、口
哨，快速组织旅客乘降和疏导出站，
防止造成旅客积压。

郑州东站提醒广大学生旅客，通
过互联网、手机客户端购买的学生
票，不能直接刷身份证进站上车，必
须到售票窗口换取纸质车票后才能
上车。③7

本报讯（记者 尹江勇）8 月 16
日，记者从省科技厅获悉，郑州中科
新兴产业技术研究院等15家单位已
获批设立河南省院士工作站。截至
目前，我省设立的院士工作站总数达
290家。

院士工作站是由政府推动，以企
事业单位创新需求为导向，以两院院
士及其团队为核心，依托省内研发机
构，联合进行科学技术研究的高层次
科技创新平台。这15家院士工作站
引进了夏咸柱、张勇传等 16位院士
及科研团队 91人进站工作，研究方
向涉及能源环境、机械、生物医药、化

工、畜牧、新材料、地质、土木工程等8
个领域，计划开展合作项目46项，项
目总投资达3.75亿元。

据了解，此次获批的院士工作站
有三分之一设立在新引进或成立的
新型研发机构和企业中。如郑州中
科新兴产业技术研究院依托中科院
过程工程研究所，投入资金 300 万
元，开展动力电池和储能技术方向的
科研攻关。河南豫创增材制造技术
研究院有限公司与西安交大卢秉恒
院士团队合作，投入资金4000万元，
开展“互联网+3D打印”集散制造云
服务平台等项目研发。③7

为预防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

11个督导组将暗访督查

“小红帽”随叫随到 客运员喇叭疏导

郑州东站力助学生客流返程

我省新增15家院士工作站
总数达290家

▲8月16日，汝州市潘庄村村民在果园里采摘酥梨。时下，
正是酥梨成熟的季节，满园的果香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采摘。⑨6
姜涛 摄

▶8月15日，内黄县柴庄村农民在管护枣树。初秋时节，该
县万亩大枣硕果累累，香飘满园。近年来，当地大力发展红枣种
植和林下经济，帮助农民增收致富。⑨6 刘肖坤 王一恒 摄

初秋果飘香

本报讯 8月 14日下午，中国商
务广告协会综合代理专业委员会(中
国4A)理事长会议在北京召开，河南
日报报业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河
南大河全媒体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全
票通过理事会4A审核，成为中国4A
会员单位。这标志着大河全媒体已迈
入中国广告行业的第一集群。

中国4A是中国一线广告公司的
高端组织，目前已有近百家会员单
位，几乎包揽了所有在国内运作的大
型国际广告公司，以及本土实力最强
规模最大的综合广告代理商。而大
河全媒体的加入，也将为中国4A贡
献中原力量。

河南大河全媒体广告集团有限公
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大河全媒体作为河
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深耕河南广告市

场22年的本土广告领军企业，借力集
团媒体资源优势，以户外媒体运营为核
心、以全媒体融合与品牌专业化服务为
两翼，着力打造创意策划与品牌服务软
实力，搭建户外全媒体资源平台，西进
乌鲁木齐、南下武汉昆明，布局高铁、地
铁、高速媒体以及市区大型户外媒体，
户外广告媒体总面积累计超过10万平
方米，居全国同行业前列；旗下已拥有
3家子公司、1家合资公司，累计为千余
家国内品牌提供媒体传播与创意策划
等专业化服务，已经成为中国广告市场
一支不可或缺的“中原力量”。

据悉，大河全媒体广告集团有限
公司加入中国4A，是该公司继2016
年荣获中国广告协会“国家一级广告
企业”之后，得到的又一殊荣。③4

（本报记者）

大河全媒体重磅加入
中国4A新添中原力量

8月14日，汝阳县城关镇青气村扶贫搬迁安置小区，村民望着漂亮的新
房高兴地笑了。该村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工程，让78户村民住进了首期易
地扶贫搬迁安置小区。⑨7 康红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