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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风湿类风湿 请到湖北咸宁麻塘来
连日来，滑县交警大队王新胜与

党支部成员、党支部成员与中层干部、
中层干部与党员干警进行了廉政提醒
谈话，把管党治党责任落在平时、落在
经常。谈话结合思想政治建设、严守
纪律规矩、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落实八
项规定、履行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等方
面，提醒大家要注意什么、做到什么，
划出了工作和生活中不可逾越的底

线。要求全体党员不断提升“四个意
识”、做到“四讲四有”、落实“四种形
态”、树立“四个自信”。谈话后大家表
示，与领导进行谈话，奋斗明确了方
向，再次明白了清清白白地做人对党、
对单位、对个人、对家庭的重要意义，
要弘扬敢于担当的精神，以身作则、从
严从实，带动滑县交警党风、警风的不
断转变。 (程璟)

滑县交警开展逐级廉政提醒谈话

日前，滑县交警队组织召开以案促
改警示教育会议，该队教导员教育引导
全体民、协警以案为鉴，警钟长鸣。要
求思想认识再提升。通过深刻剖析违
法违纪案件极其深刻教训，进一步提高
思想认识，切实以案促改，确保坚持标
本兼治推进以案促改工作扎实开展。
做到强化责任担当。全面落实从严治党
主体责任，发挥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

班子成员坚持带头严、带头学、带头干，
督促各部门认真落实工作。突出重点完
善机制。查找思想作风、遵守纪律、日常
监督、教育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有针
对性地完善修改各项制度，形成长效机
制。宣传教育深入人心。将典型案例
编制成学习材料发布到微信办公群，定
期组织民、协警集中讨论，教育和引导
全体人员时刻紧绷思想之弦。 (程璟)

滑县交警队推进以案促改工作 分类信息
声 明

毛 帅 ，男 ，身 份 证 号 码 ：
342221199102203014与毛帅帅，男，
身份证号码：342221199102200059
是重复户口人员，现已将毛帅，身份证
号码：342221199102203014 的户口
注销，两者为同一个人，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定律安侯保险代理有限公司河南分

公 司 信 阳 市 区 营 业 部（注 册 号 ：
411502000001502）经股东会议决定注
销公司。请债权人于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请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臧瑞瑞遗失护士资格证书，护士

执业证书编号：200995007034，发证
机关：武警河南总队医院，2009 年 5
月10日，现声明作废。

□本报记者 高超 王斌

1月 12日，原阳县福宁集镇桑寨
村，街边的灯杆上悬挂着“中国结”样
式的路灯，街道的尽头，一排排太阳能
电池板在阳光下闪着蓝光……

“搁以前，俺村是晴天一身土、雨天
一身泥。现在邻村的人都羡慕俺村路
好灯亮，这得感谢省城来的卢书记。”坐
在街边长椅上晒暖的李大娘告诉记
者。李大娘口中的卢书记，是指来自省
委机要局的驻村第一书记卢志杰。

“2015年 8月我刚来时，在一次村
委会上看到村两委成员在互相‘打太
极’、‘磨洋工’。”卢志杰说。经过连续
走访，卢志杰意识到不解决基层组织
软弱涣散问题，其他工作很难推动。
于是，他从建强基层组织入手，一边找

村里的党员谈心，统一思想认识；一边
完善村两委相关制度，加强村干部的
组织纪律。他还定期主持召开村党支
部会议，邀请村民代表参加，让村民针
对村务与村两委班子面对面进行交
流，增进干群关系。

2017 年 10 月 18 日，党的十九大
开幕。卢志杰组织村里党员观看直
播，并开设党课，分专题学习宣讲十九
大报告。“经过一系列学习，广大党员
为民服务意识、先锋意识越来越强。”
村党支部书记禹远松告诉记者。

“不仅理论学习常态化，支部的硬
件设施也健全了。”刚在村委会打扫完
卫生的党员刘自友说，“卢书记来之
前，村委会各种设施比较缺乏。你看
现在，党员活动室、便民服务站、党风
政风监督检查室等场地一应俱全，各

种学习资料都有，大家没事时都愿意
来这里充充电。”他说。

经过努力，村两委班子成员的心
被拢在一起，干事创业的劲头再次被
激发起来。

“环境、收入、教育，是能让村民们
拥有获得感的硬杠杠。”村委会主任禹
远壮说。为了这些硬杠杠，村里的党员
干部也是蛮拼的。硬化道路时，党员干
部挨家挨户做工作，带头清理自家门前
的菜地；路面硬化后，党员干部定时义务
清扫，并轮流做保洁员；村里缺乏集体经
济收入，村两委几经努力，拿到了省级集

体经济试点项目，建设光伏电站，预计年
收益可达20万元。经过村两委努力，乡
村学校少年宫建立起来，孩子们在家门
口就能免费学习舞蹈、乐器、书法……

“看到卢书记为了俺村的发展这
么拼，要是俺们自己再不好好干，还能
对得起谁？”村民冬焕正说。

以党建为突破，这个昔日软弱涣散
的村庄鼓起了精气神。谈及今年的“小
目标”，卢志杰说：“下一步，我们争取引
进外地服装企业，发展服装制造业，带
动村里和周边的留守妇女就近务工，让
大家的腰包再鼓些。”③7

本报讯（记者 王平）近段时间，
受寒冷天气影响，全国多地出现临床
用血紧张状况，省会郑州也不例外。
1月13日，省红十字血液中心在武警
河南总队组织开展了无偿献血活动，
武警部队官兵踊跃加入无偿献血队
伍，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截至当天
下午3点，共有503人参与无偿献血，
采集全血18.52万毫升。

“随着冬季到来，医院就诊量骤
增，临床用血量随之增大，形成了季
节性缺血。”省红十字血液中心无偿
献血招募办公室副主任沙建说，“省
会城市医疗资源相对集中，郑州平
均每天需要 1500 个单位的献血量

才能够基本满足临床用血需求，每
天大约需要 1000人参与无偿献血，
而目前的献血量不能满足需求。很
多医院只能保证一些急危重症病人
的用血需求，有些手术不得不择期
进行或推迟。”

血液作为一种“特殊药品”，目前
尚无法用人工制造或其他物质代替，
因此医疗临床所需的血液非常需要
人们的爱心捐献。为了应对冬季临
床用血紧张的局面，省红十字血液中
心近期启动了省会医疗卫生系统的
团体无偿献血活动，很多医护人员纷
纷加入其中。该中心呼吁广大市民
积极参与无偿献血。③7

血液供应紧张，省红十字血液中心呼吁——

请大家积极参与无偿献血

本报讯（记者 陈辉）1月15日，记
者从省通信管理局了解到，截至去年
年底，全省18个省辖市和10个省直管
县（市）的通信基础设施专项规划编制
工作已全面完成，实现了与各地城市总
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有效衔
接，强化了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与保护。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
步加强城市通信基础设施规划工作
的通知》要求，将通信基站、铁塔、光
缆、管道线路等通信基础设施纳入城
市规划，实现通信基础设施专项规划

与城乡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充分衔接。通过一年多的努力，郑
州、洛阳、新乡、鹤壁、信阳、兰考、邓
州的专项规划已发布实施，其他市县
的专项规划有的已通过审查审核、有
的已完成文本编制。

据了解，这些专项规划均将通信
基础设施纳入城市黄线管理范围，通
信基础设施规划有关内容列入土地
出让的规划设计条件中，确保了通信
基础设施适应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信
息通信技术发展要求。③3

我省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划定“黄线”

□本报记者 孙欣

1月 15日清晨，室外天寒地冻，
新乡市红旗区诚城社区志愿服务站
里却是暖意融融。73岁的李春林一
边为“老伙计”按摩，一边讲解保健知
识。等候的老人们或看电视，或拉家
常，整个房间充满了欢声笑语。

李春林退休前是一名医生，自从
4年前搬进诚城社区，他就免费给邻
居按摩。不少患有腰痛、颈椎病的居
民，成了他的忠实“粉丝”。

在诚城社区，像李春林这样长期
为邻居提供志愿服务的居民不少，邻
里互助的暖心事也随处可见。社区
主任李凤林说，自 2013年社区开展

“老街坊邻里一家亲”活动以来，居民
在相互关心、相互帮助中收获了友
谊，增进了感情。

邻里关爱暖人心，不是亲人胜似亲
人。去年冬天，68岁的“空巢老人”宋大
娘突然生病，在危急时刻，邻居张秀琴
把她送到医院。宋大娘出院后，张秀琴

一有空就到老人家里打扫卫生、洗衣
服，让宋大娘感动得直掉眼泪。

雪天路滑时，主动搀扶老人；看到
公共场所有垃圾，拾起来扔进垃圾桶；
逢年过节，给孤寡老人送饭送菜……
在诚城社区，居民志愿服务活动蔚然
成风。社区活跃着十多支志愿服务
队，党员干部、社区居民、青年志愿者
等热心公益人士利用空余时间，无偿
地参与到社区各项公益活动中。

为了让更多的居民走出“小家”，
融入社区大家，诚城社区还开展了“彩
虹课堂”、邻里厨艺大赛、居民才艺秀、
趣味运动会等一系列活动。“丰富多彩
的文娱活动为大家构建了相互沟通交
流的平台，增进了邻里情谊，整个社区
越来越像一个相亲相爱、其乐融融的
大家庭。”居民李俊磊说。

“2015 年，我刚到社区工作时，
邻里纠纷还不少。如今，居民之间相
互关爱、和谐相处，社区也成为远近
闻名的文明社区、幸福社区。”社区工
作人员张丽敏自豪地说。③4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1 月 15
日，记者从省环保厅获悉，按照环保
部要求，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全
省共完成14个行业 963家企业的排
污许可证核发，这些企业的排污许可
信息已全部公开，可在网上查询。

据介绍，2017年环保部要求各地
完成《水十条》《大气十条》中15个重点
行业排污许可证核发。这15个行业分
别是：火电、造纸、钢铁、水泥、印染、制
革、原料药、农药、炼焦、氮肥、平板玻璃、
电镀、石化、有色金属、制糖。因我省没
有制糖行业，目前全省其余14个行业
全部完成排污许可证核发，已经核发
的963家企业的排污许可信息可在全
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查询。

我省把2017年排污许可证核发
纳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省环境污
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内容。按照省
委、省政府要求，依据环保部《排污许
可证管理暂行规定》，结合实际，我省
制定印发了《河南省排污许可证管理
实施细则》，对排污许可证的发放范
围、内容、申请与核发程序、实施与监
管等作出详细规定，逐步建立完善排
污许可制度。

省环保厅有关负责人认为，排污
许可制有利于推动落实企事业单位
治污主体责任。实施“一证式”管理
后，企事业单位排放的各类污染物必
须有统一规范和约束，必须持证按证
排污，开展自行监测、建立台账、定期
报告和信息公开等。

在核发排污许可证后，我省也严
格按照规定开展了获证企业证后监
管。全省各级环保部门共出动 600
余人，对全省94家火电企业和85家
造纸企业排污许可证政策执行情况
进行专项检查。在各市县自查过程
中，发现3家企业超许可证排放浓度
限值排放污染物、1家企业未落实自
行监测要求、4家企业存在其他环境
违法行为；省级督查过程中，发现 3
家企业未落实自行监测要求、1家企
业存在其他环境违法行为。目前，环
保部门已对相关企业进行了处罚。

据介绍，2018年，我省还将对屠
宰等 8个行业的企业进行排污许可
证核发工作，并按环保部“核发一个
行业，清理一个行业”的要求，对已核
发行业进行全面清理，严厉打击无证
和不按证排污行为。③6

□本报记者 赵力文

“我们是去年第一批领到新版排污
许可证的企业。”1月15日，神华国能焦
作电厂副总工程师李志刚展示着手中
的排污许可证说，现在他们把环境管理
细化到平时工作中，每月每季度上传自
行监测数据、燃料分析数据、废气治理
数据等各种环境信息。

神华国能焦作电厂上传的环境信
息，任何人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
台上都可以查询。记者看到新版的排污
许可证上还附有二维码，用手机扫一扫，
企业的各种排放信息就立即显示出来。

排污许可并不是新鲜事物，从上世
纪 8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各地就陆续
试点实施排污许可制。老版许可证在
当时的时代条件下取得一定成效，但总
体上看，对督促企事业单位落实治污主
体责任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生

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完善
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尽快在全国建立统
一公平、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企业的排
放许可制。2016年年底，我国正式启
动新版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全国排污
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也于2017年 1月
1日上线运行。我省按环保部要求，14
个行业963家企业在2017年全部核发
了新版排污许可证。

老版排污许可证登记信息比较简
单，一般只有2页。新版排污许可证往
往要几十页，规模较大企业的甚至有上
百页。“每根烟囱、每个排放口都要登
记。”省环保厅有关负责人介绍，新的排
污许可制实施全过程监管，同时对外公
开环境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省环保厅有关负责人表示，新版排污
许可证做到了“三个统一”，即全国统一信
息平台、全国统一编号、全国统一技术规
范。执法人员到现场检查，对照排污许可
证就能判断出哪方面可能存在问题。③6

本报讯（记者 何可）1月 15日，
沿郑州陇海快速路高架桥驱车向西
至常西湖新区，只见奥林匹克体育中
心、市民中心主场馆等一座座大型建
筑主体已起，塔吊林立，一派火热的
建设场面。

新年伊始，以“四大中心”为龙头
的郑州中央文化区建设如火如荼。
中央文化区位于郑州市中原区的常
西湖新区，总占地 1.53平方公里，总
投资300亿元。“四个中心”项目包括
奥体中心、市民活动中心、文博艺术
中心和现代传媒中心，一期工程将在
今年年底前基本建成。

郑州中央文化区加速建设，推动
昔日的“工业大区”中原区迈出高质
量发展新步伐。当天上午，中原区委

十一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提出，正
式开启以郑州中央文化区为引领的
郑州国家中心城市产城融合示范区
建设新征程，努力打造郑州中心城区
西部核心区。

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原区加快
“生态中原、文化中原、活力中原、幸福
中原”的“四个中原”建设，构建“一心
两轴三区六片两园”的空间布局。“一
心”，即郑州中央文化区（CCD）；“两
轴”，即沿中原路东西轴线和中央文化
区南北中轴线；“三区”，即老城区，常
西湖新区，中原新区；“六片”，即纺织
服装片区，家居片区，须水河片区，贾
鲁河片区，“四个中心”周边片区，二砂
文化创意园片区；“两园”，即科研设计
园区和环保产业园区。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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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暖新闻河南暖新闻
志愿者在行动14个行业完成排污许可证核发

我省963家企业排污许可信息全部公开

开启“一证式”环境监管新时代

新乡诚城社区

邻里相助一家亲

郑州中心城区西部核心区建设提速

郑州“鸟巢”年底竣工

党建激活桑寨发展精气神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影报道

1 月 15日，新蔡县龙口村幼儿园
的孩子们在就餐。该村投资700多万
元建起幼儿园，使300多名留守儿童有
了幸福的新家园，还免费接收周边村
贫困户的孩子入园。⑨3

右图 一起吃饭乐融融
下图 老师对孩子们呵护备至

留守娃有新家

1月15日，正在建设中的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作为第十一届民运会
的主会场，体育中心主体结构已封顶，预计于2018年年底竣工。⑨3 本报记
者 王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