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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停乱放!" 不少单行道都变成停车场
了#这些道路真该好好整治一下! $市民李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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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榜的多是单位家属院! 比如#灯泡厂
家属院出现无人管理%墙体破损%乱堆乱放%乱贴乱
画%楼道卫生差等现象&省食品公司家属院出现无
人管理%墙体破损%乱堆乱放%乱贴乱画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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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面卫生差%村内有废品收购站%垃圾
外溢%道路坑洼%建筑材料乱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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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污水乱流%乱倒垃圾%市政设施不
完善%坑槽多%积水严重等情况! 市民说#这些都

是出入市的道路#可是郑州的脸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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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背街小巷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乱
堆乱放多%占道经营多%保洁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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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是使用燃煤灶%防蝇不健全#有的是
卫生脏乱差!比如#商城路

!"#

号管城区兰州拉面存
在的问题是#使用燃煤灶%防蝇不健全&高新区楚记
大锅菜存在的问题是#厨房卫生差%垃圾桶不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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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建筑工地存在的问题是#密目网
破损严重%建筑材料乱堆放%有垃圾积存%楼体内
住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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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存垃圾多%私搭乱建严重!

大家都伸手拉一把
他们就不会那么" 差$

它们的整改事关郑州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我们一起监督吧'电话
$%#"#%!&

昨日#郑州市爱卫办%郑州
市迎检办# 公布了机动车 %非
机动车乱停乱放交通秩序混
乱的

#&

条路段 %

#&

处最差绿
化带 %

#&

个最差建筑工地 %

#&

个最差背街小巷等市容市貌
" 最差地点 $#邀请媒体 %市民
监督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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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郑州市爱卫办 %迎检办
第一次公布了" 市容市貌最差$道
路%社区等!

为啥这样做(

郑州市爱卫办相关工作人员
说#这个背景是#郑州市正在迎接
全国文明指数测评!

郑州去年%今年 %明年的文明
指数测评成绩#将作为评选和复查
全国文明城市的总成绩#三者所占
比重分别是

!&'

%

!&(

%

$&)

! 测评
将通过实地考察%入户调查%材料
审核等方式进行!

"

月
$

日下午#省委常委%郑州
市委书记连维良也专门开会# 听取
郑州市爱国卫生工作和迎接国家卫
生城市复审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

在解决问题上#他说推动问题
的解决要采取三项措施' 一是评
差#如十大垃圾堆%十个最差的社
区%十个最差的城中村%十个最差
的路段% 十个最差的建筑工地等!

二是排序#定期不定期检查#对各
区落后单位要通报!

三是重罚# 该批评的批评#该
挂黑旗的挂黑旗#该处罚的重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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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名单如下'

郑州市爱卫办%迎检办公布" 市容市貌最差$'

*!

个小区入选" 最差小区$

时讯 河南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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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

月#央视) 焦点访谈*曾对离尖岗水库
不足

!&&

米的" 湖畔假日小区$进行曝光#称其为
违法建筑!

二七区政府原定
"

月
#&

日对其进行强拆#但
因业主抵制强烈#害怕矛盾进一步升级#不得不
停止强拆#进行谈判!

参与谈判的小区业主刘玉斌昨日下午告诉
记者#" 几乎所有业主都同意搬迁了#正热火朝天
地搬家呢+ $

刘玉斌说#政府给的补偿政策比较好#今天
,

##

日-搬家免费#有车送#明天搬#那就自费了+

所以大家都在忙着搬东西!

据业主反映#补偿政策主要有一次性货币补
偿和按照原面积期房补偿两种!

" 货币补偿#就是当初你买的花多少钱#现
在退你多少钱#而且一次性退还!房屋补偿#是
政府保证 #

*

年内可以在离张寨村不远的龙栖

湖休闲产业集聚区补偿同等面积的房屋!新房
建成前 #可以给过渡安置费 #标准按你的原房
屋面积来算#一平方米每月补偿

$

元钱! $

刘玉斌说# 由于不少业主害怕夜长梦多#大
多选择了一比一的货币赔偿方式!

记者从二七区马寨村得到的消息是#政府
下决心

"

月
#-

日前要拆掉该违法建筑! 目前很
多业主都在排队签约#拆迁工作进展顺利!

截至昨晚
%

点
,&

分#" 湖畔假日小区$已有
###

户#也就是
%-(

的业主签订了搬迁协议#并依然
有人排队签约!

" 湖畔假日小区$的拆迁工作已有序开展#同
样被) 焦点访谈*点名批评的尖岗水库管理处所
建的职工公寓何时会拆(

记者多方联系郑州市水务局主要负责人#不
是找不到人#就是没有人接听电话#最终记者没
有得到相关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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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省审计厅
发布今年第二号审计公告#今年

*

月至
-

月#省
审计部门对全省中央预算内新增投资计划安
排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建设项
目#进行了专项审计调查!

审计调查发现# 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
检验中心挪用项目资金

,,$.,

万元# 用于省农
业厅新办公楼建设&尉氏县农产品质监站#挤
占挪用项目专项建设资金

#/.$!

万元# 购置北
京现代轿车一辆&息县农产品质监站#挤占挪
用项目专项建设资金

&.%#

万元#用于发放项目
仪器设备验收人员补助!

此外# 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
和西峡县农产品质监站项目进展缓慢# 至今
不能投入使用! 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
中心项目#实际完成投资

#!*.$

万元#仅占总投
资
#/,-

万元的
$.*-(

& 西峡县农产品质监站项
目#目前账面反映基本建设支出

#-&

万元#占总
投资计划

*&&

万元的
-&(

!

审计调查结果上报省政府后#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李克作出了批示# 目前整改正在
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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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全
省公共卫生与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单位实施绩
效工资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会议指出#实施绩效工资#是卫生事业单
位收入分配领域的一项重要改革!这项改革的
总体要求'" 明确一个导向# 建立三个机制#实
行一个规范#搞好一个统筹$! 即'以促进提高
公益服务水平为导向&在公共卫生与基层医疗
卫生事业单位建立科学的绩效考核机制%合理
的绩效工资水平决定机制和有效的激励约束
机制&规范津贴补贴和收入分配秩序&统筹好
在职人员与离退休人员的收入分配关系!

据悉#这次实施绩效工资的范围是#从事
公共卫生和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共卫生机
构和乡镇卫生院%城市卫生服务机构中按国家
规定执行事业单位岗位绩效工资制度的正式
工作人员!实施绩效工资的时间是从

!&&/

年
#&

月
#

日起!

金水区人民医院院长周国平说#实行基本
药物制度后#很多乡镇卫生院基本药物都实行
零差价销售!基层工作人员都非常关心是否会
影响自己的收入! 而实施绩效工资后#将有效
提高大家的积极性!

水库旁建房#拆迁遭抵制 货币补偿和期房补偿两种方案#获得大多数业主认可

谈妥了 %-(的业主签了搬迁协议
省审计厅发布审计公告

省农业厅新办公楼
用了" 不该用$的钱

基层医疗单位实施绩效工资

医生看多少病
就拿多少工资

昨日# 商报报道了紧邻尖
岗水库的违法建筑" 湖畔假日
小区$

"

月
#&

日面临强拆#但遭
到业主们的抵制一事!

昨日# 记者从二七区马寨
镇获悉# 该小区大多数业主已
经签订搬迁协议!

#&条

*!个

#&个

#&处
!处

#&个

,,家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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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农运会将于
!&#!

年在南阳举办#

目前各场馆工程进展顺利!

农运会主体育场位于南阳市中心城区东
北部#占地

!%.&"

公顷#总投资
*.&/

亿元#罩棚
最高点高

-&.*

米! 屋顶如同两片树叶#寓意龙
凤呈祥! 主体育场主体工程预计

#&

月封顶#明
年
#&

月投入使用!

闭幕式将在南阳体育中心体育馆举办#

已建成! 游泳馆和综合训练馆目前也正在建
设当中#总投资一亿多元!

风筝项目比赛场地位于南召县# 项目场
地及配套设施总投资

-&&&

万元# 并设有可容
纳
!&&&

名观众的看台#以及医疗救护室%安全
保卫室%工艺评判室等竞赛功能用房! 目前#

该场地平整工作已基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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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全国农运会
主体育场#&月封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