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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市三“件”齐发
持续改善生态环境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张龙飞）4月 1日，记者从安
阳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获悉，该市同时下发
《安阳市 2019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安阳
市2019年水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安阳市2019年
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全力打好打赢蓝天、碧
水、净土保卫战，推进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以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为目标，今年安阳市将加快
“四大结构调整”步伐，持续抓好“六控”，以煤炭消费减
量、产业结构优化、生态扩容提速、提升监测能力等重点
领域十大专项战役为抓手，到年底，实现 PM2.5年均浓
度控制在 64微克/立方米以下，PM10年均浓度控制在
109微克/立方米以下，全年优良天数达210天以上。

持续改善全市水环境质量。该市结合“四水同治”、
河长制、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等工作，通过实施安阳河水
质提升专项整治、城市黑臭水体全面整治、污水处理设
施提升等十大水环境攻坚，全市7个国家考核断面，达到
或优于Ⅲ类水质比例要达到 57%。市级和县级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地取水水质达标率达到98%以上。

土壤方面，安阳市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分类管
理、风险管控原则，全面提升土壤环境管理水平。今年要完
成 20%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累计完成 34.2%受污染耕
地种植结构调整或退耕还林还草；加强腾退土地污染风
险管控；重点行业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实现零增长，
为让人民群众“吃得放心、住得安心”提供环境保障。6

□安阳观察记者 张遂旺
本报通讯员 康小兵

“扶贫路上，俺也要当劳模”
——安阳市总工会劳模助力脱贫攻坚纪实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为加快推进城市绿
色货运配送示范工程建设，有效降低机动车污染物排
放，4月 1日，安阳市主城区城市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区正
式启动，只允许悬挂绿色新能源牌照货运车辆进入。

城市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区范围为安阳市的洹滨南
路以南、彰德路以东、安钢大道以南、中州路以东、文昌
大道以北、光明路以西。

2018年 10月，安阳市入选国家绿色货运配送示范
城市。开展城市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工程建设，用绿色能
源汽车逐步替代燃油车辆开展城市货运配送，一方面是
支撑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的重要举措，另一方面是
大气污染防治的客观要求，也是遏制汽车尾气污染逐年
上升的有效途径。

据悉，城市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区内对燃油货运车辆实
施限行交通管制措施，为新能源货车优化配送市场环境。“4
月1日至10月31日期间，每天7时至20时，规定时间内确
需在城市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区通行的，且纯电动货车达不
到运输条件的其他车辆，需要办理入市通行证。”市绿色货
运配送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介绍，“对违反通行要求的车
辆，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依法进行处罚。”6

安阳设立城市绿色配送示范区

加速迈入“绿色货运”新时代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张龙飞）道
德模范不仅是响亮的称号，更是引领主
流价值的鲜明旗帜。为了树立关爱好
人、好人好报的价值导向，连日来，安
阳市为 47 名道德模范送去了首批“安
阳市道德模范礼遇证”。道德模范本人
凭证可免费游览本市 14 个景区、20 个
景点，并享受到话费补贴和免费体检等
礼遇。

2018 年，安阳市印发了《道德模范
礼遇帮扶实施办法（暂行）》（以下简称
《办法》）的通知，今年是落实《办法》的
第一年。根据《办法》，礼遇对象为全市
历届全国、全省、市级道德模范及道德

模范提名奖获得者，帮扶对象为道德模
范或其直系遗属中生活困难者。礼遇
方式包括节庆活动礼遇、医疗保健礼
遇、参观游览礼遇、通信补贴礼遇。帮
扶方式分为就业创业帮扶、最低生活保
障帮扶、医疗保险帮扶、志愿服务帮扶
和社会组织帮扶。

“‘好人好报’的传统美德是永恒不
变的。”安阳市文明办工作人员郑皓宇
说，他们将进一步营造礼遇道德模范的
浓厚氛围，让道德模范们更加感受到自
己的善行是国家和社会积极倡导的行
为，更好地树立榜样，凝聚起强大的文
明道德力量。6

□王小彤 摄影报道

天气渐渐暖和起来，行走在安阳市区，
处处见新绿、时时闻花香，广大市民走进大
大小小的公园，尽览古都最美四月天。

去年，该市全面推进城市建设提质，做
好“四篇文章”，强化“四治”要求，中心城区
新增绿地 1.14万亩，迎宾公园、CBD公园
等 8个大型公园建成开放，人均公园绿地
面积达到11.86平方米。

据了解，今年安阳将继续实施园林绿
化三年计划，新建公园游园 86个，着力打
通“绿廊”、构筑“绿心”、加密“绿园”。6

检修维护热力设施，推进供热管网工程

安阳清洁取暖再加力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张龙飞）虽然采暖季已经过

去，安阳益和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依然忙碌着。
4月 3日，在吉祥家园小区大门外，该公司工作人员正在
对市政热力管道进行阀门注油保养。按照《2019年市政
及庭院供热设施维护检修改造计划》，他们将对市政热
力管网、智慧供热换热站自控设备、庭院热力管网等热
力设施进行全面检修维护。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安阳市集中供热入网
面积达 4602万平方米，单位和居民小区用户突破 1535
个，用户突破 33万户。建成区及周边供热普及率达到
90%左右，建成区内永久性建筑用热基本实现100%全覆
盖，供热各项经济技术指标位居全省供热行业前三。

2018年，安阳市完成59条市政热力管网建设，管线
总长度37.8公里，超额完成省定目标任务2倍以上，建成
区“四梁八柱”式供热管网框架初具雏形，为推进清洁取
暖、打赢蓝天保卫战奠定了坚实基础。

今年，安阳再次加力，将继续推进东部及南部供热
管网工程，计划新增入网面积 300万平方米，新建市政
供热管网14条、总长度24公里；加快推进天然气调峰热
源工程，9月底前完成锅炉及附属设备安装、土建施工、操
作人员培训等工作，确保2019-2020年采暖期具备并网
条件，实现全市新增供热能力1000万平方米以上。6

安阳将建普惠金融服务平台
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4月 3日，记者从安
阳市有关部门获悉，为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问题，安阳将于今年内加快建设普惠金融服务平台，为
中小微企业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务。

据了解，该平台建成后，可及时向各大银行推送中
小微企业税务、电力、信用等相关数据，帮助银行解决尽
职免责问题，降低审批成本、减少审批时间。

为加快平台建设，安阳市专门召开金融机构座谈会
暨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领导小组工
作会，要求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负责线上平台对
接，尽快归集税务、工商、人社等五大类数据，加快推进
政务数据采集入库工作，并对政务数据进行挖掘、整理、
分析、运用等，为普惠金融服务平台和金融中心建设提
供数据支撑。

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负责同志表示，要把金
融服务平台建设成安阳市金融服务主平台、普及金融知
识的主阵地、银企对接的主中心，这是服务该市实体经
济发展的有力抓手，必将为推进安阳市中小微实体经济
发展起到重要作用。6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张龙飞）全国文明
城市是城市品牌中含金量最高、创建难度最大
的一个，是目前国内城市综合类评比中的最高
荣誉。4月 2日，安阳市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国
家森林城市暨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工作推进会
再次吹响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集结号”：全
市上下坚定信心和决心，背水一战，争取文明
城市创建年度测评进入全省前三位，奠定如期
创建成功的决定性基础。

今年，安阳市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作为
全市的一项重点工作，继续加快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转型发展主
攻方向，不断壮大主导产业，大力培育新兴产
业；加快城市建设步伐，加强市政道路建设、

园林绿化建设、植树造林，确保“创森”工作顺
利完成；加强生态水系建设，让安阳更秀美、
更有灵气；加快棚户区改造、老旧小区改造、
古城保护整治复兴工程，恢复古城风貌，留住
安阳记忆；加强“两场一厕”建设，切实解决出
行难、停车难、如厕难等问题；加强文化设施
建设、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安阳机场、轨
道交通等重点项目。

同时，该市围绕治理交通秩序、市容市
貌、环境污染，加大力度，压实责任，全面提升
城市管理水平。通过文明创建活动，引导群
众积极参与，形成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浓厚
氛围和整体合力，让人民群众拥有更多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6

安阳吹响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集结号” 礼遇道德模范 凝聚文明力量

“劳模”这两个闪光大字，

本身就象征着攻坚克难、成就

梦想的崇高精神和伟大力量。

在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

中，如何用好劳模的优势与

能力，让其在脱贫攻坚中更

好发挥作用？安阳的要求

是：当先锋、打头阵、作表率，

竭尽所能！千名劳模发挥自

身优势，送技能、送岗位、送

资金，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

效，成为脱贫攻坚工作中一

道亮丽风景。

古都最美四月天

“劳动模范，扶贫路上
更要当模范”

巍峨的太行山脚下，坐落着一个美丽
的村庄——林州市五龙镇岭南村。3月 29
日，记者来到这里，看到水泥道路宽阔整
洁，文化广场上各种健身器材应有尽有，
小学、幼儿园的设施条件绝不输城市，村
民脸上总是挂着幸福的笑容。

“俺们村位置偏僻、条件差，又没企
业，村民挣钱无门，穷得叮当响。”村民郝
合兴说。多年前，郝合兴外出从事建筑
业，凭着林州人踏实肯干的劲头，当上了
河南省建筑安装有限公司长治市分公司
经理，被评为河南省劳动模范，被村民选
为村党支部书记。

“劳动模范，扶贫路上更要当模范。”
郝合兴的工程队，每年聘用本村及其他村
剩余劳动力 2000 余人，带出了一大批致
富能手。

安阳市劳动模范、内黄县梁庄镇段村
村民晁顺波农校毕业后，利用所学知识回
乡发展果树种植，建立了“哥仨桃”果树专
业种植合作社，其产品畅销全国并远销俄
罗斯等国。不仅如此，他还以果树示范园

为基地，发挥品牌优势，采用“公司+合作
社+贫困户”的模式，带领全县 17 个乡镇
及周边地区群众学习新技术，直接带动
860 多 户 农 户 从 事 桃 子 等 水 果 生 产 。
2018 年，晁顺波帮助辖区内 30 多个自然
村逐渐脱贫，530户贫困户脱贫，周边部分
村民每年人均增收近 2万元。

安阳市总工会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 3月，全市参加助力脱贫攻坚的劳

模和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62人，参与企事
业单位 26家，建立劳模助力脱贫基地共 17
个，帮助 330户家庭 912人脱贫。

用好“特长”，深耕资源
精准扶贫

脱贫路上，劳模带领的企业更显担当。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河南鑫磊

集团董事长李成杰说：“企业做大了、做强
了，就更应该回报社会，投身脱贫攻坚责无
旁贷。”

河南鑫磊集团投资 30多万元，为结对
帮扶的清峪村修道路、安路灯、建学校，为
无劳动力的贫困户定期送上帮扶资金。他
们先后给清峪村、英烈村共捐款 60 万元，
吸纳贫困村民就业 210 多人，人均月收入
都在 3000元以上。

河南利源集团是“河南省五一劳动奖
状”单位，企业“掌门人”积极响应号召，参
与精准扶贫工程，斥资数十万元用于对磊
口乡青峪村和伦掌镇大五里涧村等村容村
貌改造，维修道路，建设文化广场。

去年，利源集团对都里镇东水村开展
精准扶贫，捐助扶贫资金 35 万元，帮助该
村完成农副产品初加工，并对当地部分农

副产品实行收购包销。同时，该企业工会
每年还组织开展扶贫济困和金秋助学专项
活动，帮扶困难职工渡过难关，对周边乡镇
考上大学的贫困学生进行资助。2017 年
以来，先后捐助 8.6 万元，帮助贫困家庭学
生实现大学梦。

“造血补气”，授人以渔
拔穷根

脱贫攻坚，不仅要“输血”，更要“造
血”。安阳市总工会积极发动有资质有培
训能力的劳模、公司、企业对有劳动力的贫
困职工、农民进行专业技能培训，把知识、
技术、思路送给贫困群众，帮助他们提升脱
贫能力，彻底拔掉穷根。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安阳市尚
百帮家政服务公司总经理尚高峰从事家政
行业多年，他针对贫困人员免费开展母婴
护理、养老护理、保洁服务等专业技能培
训，参训学员中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518人，
培 训 后 就 业 学 员 50 余 人 ，平 均 月 工 资
3000元。

“技能培训太好了，学了本事不说，还
有资格证，也能拿工资过日子了。”殷都区
伦掌镇大五里涧村村民李青莲说。

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的安阳全丰
航空植保科技有限公司，充分发挥企业培
训资源优势，分别建立技能扶贫示范基
地，采取“基地+入村”相结合的培训形式，
针对航空植保无人机驾驶员等专业技能
培训，经考核获得职业证书的，在所属企
业安排上岗就业，实现贫困职工、农民转
移就业脱贫。截至目前，这家企业共培训
航空植保无人机“飞防手”学员近万人，培
训贫困户、低保户“飞防手”380 多人，已
有 120 多人从事植保飞防工作，月收入
5000至 8000元。

围绕弘扬新时代劳模精神、劳动精
神，安阳市创新思维方式，不断增强劳模
扶贫的内生动力，凝聚劳模脱贫攻坚力
量。安阳市总工会专门设立奖项，在全市

“五一”表彰大会上，为奋战在脱贫攻坚第
一线、贡献突出的驻村第一书记颁发安阳
市五一劳动奖章，在全市形成了“争当劳
动模范，建功脱贫攻坚”的浓厚氛围。脱
贫攻坚，为劳模提供了广阔舞台，也留下
了劳模奋斗的光辉足迹。6

安阳市总工会统计数据显示，截

至 2019 年 3月，全市参加助力

脱贫攻坚的劳模和五一劳动奖

章获得者 62人，参与企事业单

位 26家，建立劳模助力脱贫基

地共 17 个，帮助 330 户家庭

912人脱贫

912
人

劳模晁顺波指导农户给桃树疏枝 张龙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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