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黄佳）“伊站杯”全市
啄木鸟公益广场舞大赛 9 月 6 日开赛。
日前，记者采访到本次广场舞大赛的赞
助单位———巴马活泉饮用水周口总代

理康新德。 康新德是“啄木鸟”志愿者，
他的企业是“啄木鸟”爱心企业。

“我是今年 5 月份加入 ‘啄木鸟’队
伍的，在这个充满奉献、友爱 、互助 、进
步精神的队伍里，我体会到了更大的人
生价值，收获的是满满幸福。 ”康新德津

津乐道加入“啄木鸟”的感受。 记者采访
得知，在“啄木鸟”的每次活动中，康新德
几乎都会参加， 沙颍河两岸捡拾垃圾，
清理城市小广告，“爱心萝卜”送环卫工，
助力“创卫”为环卫工送水等活动，巴马
活泉饮用水全力支持……

康新德告诉记者，在公益活动中，他
和全市热心公益的“啄木鸟”们扶危济困，
助力城市建设，传播社会正能量，在公益
事业中实现了人生更大的价值。 ①9

本报讯（记者 张艳丽 马月红）今年
以来，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持续提升交
易电子化水平 ，完善制度规则 ，优化平
台功能，强化服务标准化建设 ，营造优
质营商环境，进一步实现了公共资源高
效、公平配置。 目前，该中心已受理公开
交易业务 1158 宗，总成交金额 170 多亿
元。

提升信息化水平， 实现交易全流程
电子化。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高度重视
“互联网+公共资源交易”工作，一直把
信息化特别是电子开（评）标作为建设重
点，实现了全流程电子化无纸化交易，以
及网上留痕、可溯、可查。据粗略估计，电
子化无纸化的普及， 一年可为投标人直
接节省费用 2000 多万元。

构建信用体系，积极引导诚信交易。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完成了与 “信用河
南”信用信息互联共享，将失信人名单与
中心电子交易系统内的投标人信息实

现自动比对， 并通过信息化手段对失信
人进行自动监督，依法依规对纳入“信用
黑名单”的市场主体实施联合惩戒，限制
其参与我市公共资源交易活动。

推行服务标准化， 强化优质服务供
给。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契机，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进一步优化公共资源交易

服务流程，不断完善“容缺机制”和“绿色
通道”，实现九成业务办理“零跑腿”，极
大方便了各方主体， 公共资源配置效率
和效益显著提升。 从 2015 年开始，周口
市交易平台统一不再收取任何费用，每
年为投标企业节约资金超过 2500 万元。

强化“立体监督”，力促“阳光交易”。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认真梳理公共资源

交易领域廉政风险点，强化行业监督、公
管办监督、 科技监督和制度监督， 打造
“立体监督”体系，为全市公共资源交易
营造了一个公平、公正、阳光、高效的交
易环境。 ②3

（上接第一版）
要创新方式方法， 在运用 “学习强

国” 学习平台等已有的党员教育管理载
体平台的基础上， 针对不同群体党员的
实际，采取生动鲜活、喜闻乐见的方式，
用好案例教育、微信公众号、微视频等，
增强主题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主题
教育结束前，党支部要以“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 为主题召开一次专题组织生活
会，开展民主评议党员。

意见明确，要强化分级分类指导。第
二批主题教育涉及的单位和人员范围

广、类型多、数量大，情况复杂。要坚持从
实际出发，针对不同层级、不同领域、不
同对象特点，科学合理作出安排，改进组

织指导方式，保证学习教育全覆盖，增强
主题教育效果。

意见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开
展第二批主题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
切实履行职责，抓好组织领导。 省（区、
市） 党委要对本地区第二批主题教育负
总责，加强谋划指导，推动落地落实。市、
县党委是抓好主题教育的关键层级，既
要抓自身，又要抓基层，还要承担落实上
下联动的整改任务，要集中精力、统筹安
排，充分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各级党委
要成立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
抓好组织实施。 各级党组织书记要带头
学、带头改、带头抓，切实担负第一责任
人责任。

3责任编辑：张廉明 组版编辑：卢好亮 校对：张赟 电话：6199516２０19年 9月 6日 Ｅ-ｍａｉｌ押zkrblhl＠126．ｃｏｍ

现场直击：
为深入开展“防风险、除隐患、保平

安、迎大庆”专项行动。 近日，沈丘县邢
庄镇开展消防应急演练活动。

记者 张志新 通迅员 钟晨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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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应急急与与安安全全
周周口口报报业业传传媒媒集集团团
周周口口市市应应急急管管理理局局

应应急急指指挥挥中中心心热热线线电电话话：：（（00339944））88228866999988
�� 生生产产安安全全事事故故与与隐隐患患投投诉诉电电话话：：1122335500

对隐患治理问题零容忍
������本报讯 （记者 张志新）为庆祝新中国
成立 70周年，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近日，太康县安委办组织开展“防风险、除
隐患、保平安、迎大庆”专项行动，对太康

县潜能天然气公司进行安全督导检查。
检查组一行在潜能天然气公司重

点查看了设备运行、生产管理、日常值
班巡查、现场监控、应急处置措施等情

况。 同时，对操作人员的技能进行“小
考”，并对相关人员进行安全教育。

据介绍，太康县在开展“防风险、除
隐患、保平安、迎大庆”攻坚行动中，强

化标本兼治两手抓，全面落实一岗双责
制，对隐患治理问题采取零容忍，对存
在的安全隐患积极有效进行全面治理，
确保该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9 月 1 日，西华县安委办组织 4个工作组，对全县

各乡镇（办）、安委会有关单位开展拉网式检查。

◆9 月 2 日，商水县召开相关会议，就全县“防风险、

除隐患、保平安、迎大庆”专项行动进行安排部署，要求全

县上下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 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

险隐患。

◆9 月 4日， 市应急管理局相关人员来到周口经济

开发区调研企业“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开展情况，明确责

任，重抓落实。

记者 张志新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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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秋季，天干物燥，大风天气频繁，历来是火灾事故
的高发期，一旦失火，容易造成“火烧连营”的情况，广大群
众一定要做好秋季防火。

1.家用电器要摆放在防潮、防晒、通风处，周围不要放

置窗帘、衣物、书籍等可燃物品。 2.禁止在单元楼道内堆放
杂物和停放车辆，确保消防通道畅通。3.不要在室内储存汽
油、煤油、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 4.外出时要关好门
窗，长时间外出时，请关闭水、电、气的总阀门。

时刻绷紧廉政建设这根弦
������本报讯 （记者 张志新）中秋节来临
之际，为了切实增强全体干部职工的廉洁
自律意识，9月 3日，扶沟县应急管理局组
织召开全体干部职工节前廉政谈话会议。

据了解，近段时间，扶沟县应急管理
局紧盯应急管理廉政风险点， 立足 “找”
“建”“强”“见”四字，着力做好“找”短板、
“建”机制、“强”能力、“见”成效一系列工
作，积极推动应急管理领域廉政风险有效
防控。

会议要求，中秋节是中华民族传统节
日，走亲访友是一种传统习惯，但也有收
礼送礼不正之风，全体干部职工要增强廉
洁自律意识，过一个干干净净、风清气正

的节日。
会议强调，要正确认识当前反腐倡廉

形势的严峻性，把反腐倡廉放在更加突出
的位置，以对自己负责、对组织负责的态
度，自觉抵制各类违法乱纪行为；要常做
廉政表率，各部门负责人一定要时刻绷紧
廉政建设这根弦， 带头遵守好八项规定，
带头抵制“四风”之害，切实增强政策观
念、法律观念，守好廉洁自律底线；要严格
履行请销假制度，节日期间，带班领导与
值班人员不可违反工作规定， 确保 24小
时不出现空岗，对于发现的问题，要第一
时间进行逐级报告， 不得出现任何延误、
瞒报、漏报等情况。

知识讲堂

综合新闻

市民王先生是中心城区交通大道

格林绿色港湾小区居民， 交通干渠流
经他家门口。 提起这条干渠， 他十分
感慨：“长期以来， 交通干渠的水污染
很严重，影响了周边环境。 ”随着今年
中心城区 7 条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持续
推进， 交通干渠的水变干净了， 这让
王先生十分高兴。

交通干渠变化翻天覆地

昨日上午 ，记者从大庆路与交通
大道交叉口沿交通干渠一路向东 ，看
到交通干渠的水较之前清澈许多 ，干
渠北侧新安装了一排不锈钢护栏 ，南
侧路面重新铺设了柏油 ，施工人员正
在铺装人行道砖 。 王先生告诉记者 ，
一周前 ，他在散步中看到工人正在清
理交通干渠内的污泥 。 对此 ，附近居
民纷纷叫好。

“以前， 交通干渠的水又脏又臭，
特别是夏季， 水面上漂浮着许多腐烂
物，臭气熏天 ，蚊子满天飞 。 ”据附近
商户魏先生介绍， 经过几个月的清理
整治，不但安装了护栏 、修好了路 ，而
且清理了淤泥， 环境比以前不知道好
了多少倍。

排水管网全面“体检”
“我们已初步对沿交通干渠的排

水主干管进行清淤疏通和‘混错接’改
造， 将部分道路和周边小区排进交通
干渠的排污口进行了封堵。下一步，我
们将从源头上进行截污纳管、 控制雨
污混流、管道清淤改造等工作。 ”据市
城管局市政管理处主任张国喜介绍 ，
前期市城管局邀请了相关单位对中心

城区排水管网进行了 “健康度 ”与 “混
错接 ”排查工作 ，编制了系统方案 ，设
计单位根据排水管网普查情况进行了

截污纳管、 管网改造及污水处理设施
等项目的详细设计。他们经初步勘察，
发现 “混错接 ”356 处 ，严重淤积管段
242 公里 ，7 条沟渠沿线排水口 120
处。 随后，市城管局、市水利局技术人
员对 7 条水系再次徒步进行现场勘
察，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为有效避免污水渗漏影响周边住

户生活， 补漏工作也在紧锣密鼓进行
中。 据介绍，前段时间，交通干渠过河
管出现渗漏， 工人多方巡查找到渗漏
处后抽干渠水， 用水泥和沙子对渗漏
处进行修补。

多举措整治黑臭水体

水环境保护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

益。 据了解，按照国务院《水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以及河南省《污染防治攻坚

战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 年 )》要
求 ，2019 年省辖市建成区要基本完成
黑臭水体整治工作 ，2020 年省辖市建
成区全面消除黑臭水体， 实现长治久
“清”。

开展截污纳管工程。 完成了建设
大道洼冲沟排水口、 大庆路北段排水
口截污、人民公园落花湖清淤、三连坑
周边污水截流等局部工作；大庆路、育
新路和建新路雨污分流随道路升级改

造已相继完成； 中州大道南段排水主
管网截污纳管工程已竣工；建安路、莲
花西路、 中州大道北段和交通干渠下
游明渠段截污纳管已纳入正在实施的

“四路”改造项目。
建设治污配套工程。 沙南污水处

理厂扩建工程 （5 万吨 ）已经启动 ；市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污水处理厂 （5 万
吨）主体工程已经完工；河西污水处理
厂（5 万吨）已经完成选址、可研、环评
等工作； 港口物流产业集聚区污水处
理厂（5 万吨）正在规划设计。

组织黑臭水体销号。 加强 7 条黑
臭水体数据的检测和上报， 聘请技术
咨询公司对杨脑干渠、幸福河、贾东干
渠、洼冲沟黑臭水体治理进行自检，开
展黑臭水体销号评估工作。

全力提升中心城区污水处理能力

为确保按时完成治理目标任务 ，
市城管局 、设计单位与水利局 PPP 项
目及时对接， 将水系综合治理与控源
截污等项目紧密结合，分类汇总，确保
项目顺利推进。据了解，目前项目合同
已签订，投资方和施工方已确定，下一
步将统筹解决项目区域征迁问题 ，加
快工程建设进度， 力争明年年底全面
完成 7 条水系综合治理建设任务。 目
前项目已完成洼冲沟、幸福河、贾东干
渠、杨脑干渠 4 条黑臭水体治理，今年
年底前将完成流沙河、运粮河、交通干
渠 3 条黑臭水体治理， 等待全国城市
黑臭水体监管平台销号系统开启后即

完成销号工作。
同时， 按照专项规划与污水管网

“健康度”检查结果，今年我市将逐步完
善中心城区污水管网建设工程，对八一
大道、太昊路及莲花路等污水管网进行
改扩建，提高污水管网收集率。 启动排
水泵站改扩建工程，改造杨脑、孙猴庙、
三连坑雨水 、三连坑污水 、荷花 、复兴
街、太昊路东、太昊路西、周淮路 9 座排
水泵站，提高污水传输能力。 推进河西
和港区污水处理厂新建扩建工程，不断
提升中心城区污水处理能力。 ②3

聚焦中心城区 7条黑臭水体整治———

清淤疏浚截污纳管 综合施策换长治久“清”
□记者 彭慧 文/图

本报讯 （记者 宋馨 通讯员 窦欣）9
月 4日，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黄淮市场
举办以“提升标准意识、加强食品安全”
为主题的酱卤肉行业食品添加剂使用

知识培训会。 此次培训是开展“双节”期
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专项行动的重要

一环，也是在食品抽检过程中开展服务
型行政执法的具体体现。 来自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和黄淮市场的相关负责同志，
以及肉制品经营户负责人等 60 余人参
加了培训。

培训会上，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技术专
家主要针对黄淮市场内的 60余家酱卤肉
经营户关心的食品安全标准、食品添加剂
使用、亚硝酸盐残留及其危害和相关法律

法规知识等进行了细致讲解和指导。据了
解，今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黄淮市场共
安排抽检 421 批次，涉及酱卤肉、食用农
产品等 20个细类。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中
原公司也按照要求规范抽样检验，确保重
点品种、经营户 100%覆盖。

据介绍，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期还
依托 “创卫 ”工作 ，在开展食品 “三小 ”
专项排查的同时 ，安排 “双节 ”期间食
品安全监督抽检 2960 批次， 主要包括
粮油 、蔬菜 、水果 、月饼 、肉蛋 、卤肉等
品种， 重点覆盖农贸市场、 餐饮单位、
单位食堂等群众消费量大的单位 ，以
确保全市人民群众 “双节 ”期间饮食健
康安全。 ②3

整治中的交通干渠 整治后的交通干渠景色宜人

我市开展“双节”期间食品
安全监督抽检专项行动

������9 月 5 日是第四个“中华慈善日”，为进一步弘扬慈善文化，市民政局、市慈善事
业服务中心以及市慈善总会各工作委员会共同开展以“弘扬慈善文化、构建大爱周
口”为主题的系列慈善活动。图为志愿者在开展义诊服务。 记者 窦娜 摄

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

印发 《关于开展第二批 “不忘初心 、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的指导意见 》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今年
受理公开交易业务 1158宗

康新德：公益让我实现人生更大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