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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上午# 市政协召开主席会议$ 市政协

主席穆仁先主持会议$ 市政协副主席

姚建华% 张文平% 黄体勤% 杨臖% 程

新华% 程维明% 李继广% 刘振亚和秘

书长张辉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市政协三届十五次常委

会议% 市政协三届四次会议筹备情况

汇报& 审议通过市政协三届十五次常

委会议议程 !草案 "% 日程 !草案 "&

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 审议通过关

于召开市政协三届四次会议的决定

!草案"% 议程 !草案"% 日程 !草案"&

审议通过市政协三届四次会议大会秘

书长名单 !草案 "% 大会副秘书长名

单 !草案"% 各次大会主持人名单 !草

案"% 列席人员名单 !草案"& 审议市

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 !草案" 及有关

材料并推举报告人& 审议通过关于授

权主席会议审议三届十五次常委会议

未尽事宜的决定 !草案"$

会议决定# 市政协三届十五次常

委会议将于
!

月
"#

日在周口召开$ 会

议建议议程' 传达学习省政协十一届

三次会议精神 !书面 "& 传达学习市

委三届八次全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 !书面 "& 听取市政府关于我市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通报& 听取市政

协三届四次会议筹备情况汇报& 审议

通过有关人事事项& 审议通过关于召

开市政协三届四次会议的决定& 审议

通过市政协三届四次会议议程 !草

案"% 日程 !草案"& 审议通过市政协

三届四次会议大会秘书长名单% 大会

副秘书长名单 % 各次大会主持人名

单% 列席人员名单& 审议通过市政协

常委会工作报告并推举报告人& 审议

通过市政协关于三届三次会议以来提

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审议通过关于授

权主席会议审议三届十五次常委会议

未尽事宜的决定& 穆仁先讲话$

在审议通过各项报告% 议程% 日

程 !草案" 后# 穆仁先发表讲话$ 他

强调 # 市政协三届四次会议即将召

开# 市政协机关的同志要以饱满的政

治热情% 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

感# 全身心地投入到会议筹备工作中

去$ 要根据会议筹备工作进程# 认真

修改完善相关材料# 统筹安排好各项

会务工作# 做到周到细致% 精益求精#

确保把会议开成团结 % 民主 % 求实 %

鼓劲的大会$ 要严格要求# 严肃大会

纪律# 认真参加各项活动# 树立政协

委员良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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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协召开主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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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节期间# 在外拼搏几年%

也算事业有成的开发区居民康先生返

乡# 惊讶地发现中心城区市容环境发生

了巨大变化# 特别是街头随处可见的新

型环保公厕让他感到眼前一亮' (没想

到# 家乡变化这么大# 小街小巷更干净

整洁了# 市政基础设施更完善了# 城区

交通环境更加井然有序了# 购物环境一

点不比大城市差))*

康先生看到的只是我市文明城市创

建工作的一个缩影$

$%'!

年# 市委% 市

政府围绕 (推进富民强市% 建设大美周

口* 的目标# 坚持 (民生优先% 民生为

重*# 把满足群众需求% 改善民生作为城

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不

断完善城市功能# 健全城市服务体系#

强力推进道路交通% (两小* 市场% 公

厕及垃圾中转站等基础设施建设# 使中

心城区的城市魅力进一步彰显# 广大居

民的幸福指数明显得到提升$

日趋完善的配套设施使人 '乐( 居

(路宽了# 楼高了# 隔离栏% 信号

线% 红绿灯等交通设施更完善了# 中心

城区越来越有大都市味了))* 看到近

年来中心城区发生的巨大变化# 康先生

显得很激动$ 他认为# 一座城市是否让

人感到宜居幸福# 离不开完善的基础设

施建设& 一个城市的发展# 如同一个人

的成长一样 # 需要不断完善 % 精心呵

护% 强化管理% 循序渐进# 如此# 美丽

的蓝图才能徐徐绘就$

$%"!

年# 为切实把中心城区环境

卫生清扫保洁全覆盖工作落到实处 #

(四区* 借助文明城市创建东风# 先后

对各自辖区的市政基础设备进行重置和

更新$ 川汇区为
$$

个城中村制定了保

洁标准# 与城市道路一起# 由区爱卫会

负责# 纳入日常考核% 督查& 经济开发

区实行环境卫生工作路长负责制# 对辖

区内部分路段进行了亮化% 绿化# 目前

城中村卫生全覆盖面积达到
(%)

& 东新

区通过加强环境卫生管理体系建设# 进

一步对管理机制% 规范作业程序% 精细

作业标准% 环卫设施% 保洁队伍% 垃圾

中转站等进行强化和完善& 港区以高店

村作为环境卫生全覆盖活动的示范村#

成立了领导组# 划拨了专项经费# 成立

了保洁队伍# 配备了环卫基础设施# 制

定了清扫保洁作业程序# 实行垃圾统收

统管统运# 使多个城中村的环境卫生状

况有了显著改善$

为有效缓解市区交通日益拥堵的现

状# 我市从 (限% 禁% 建% 管* 四个方

面着手# 在 (管人% 管车% 管路* 上下

工夫# 着重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交通

秩序管理等方面入手# 先后在中心城区

主要道路上设置
!&

处停车场点# 有效

解决了市区繁华路段停车难的问题$ 交

警部门通过在中心城区增设交通信号

灯% 交通标志标牌% 隔离护栏以及施划

交通标线等基础设施# 强化路面管控能

力# 使中心城区的交通秩序得到了进一

步提升$

如火如荼的基础设施建设让人

'安( 居

市政基础设施是城市发展的支撑#

是城市功能完善的保障 $

$*"!

年 # 我

市通过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为城管

工作提供 (硬件 * 支撑 $ 统计数字显

示 ' 川汇区去年投入资金
""*+

万元 #

新购置城管执法车
,+

辆% 机械化清扫

保洁车
!

辆% 挂桶式垃圾车
&

辆# 三轮

车
&**

辆% 专用垃圾斗
-

个# 配备垃圾

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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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投入 大变化
!!!市中心城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宜居指数综述

记者 李瑞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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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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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商水县舒庄乡北王张

村的小学生在自家的梨园为梨花授

粉" 星期天!该村的小学生纷纷跑到

梨园欣赏盛开的梨花
.

帮助家长为梨

花授粉! 享受着在梨花中劳动的乐

趣"

/

乔连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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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防水行业
新风向

环保执法!有"牙#还须真"咬$

荣启涵 屠国玺

梨树开花花正艳
劳动体验惹人赞

甘肃武威荣华工贸有限公司向腾

格里沙漠违法排污事件被曝光后 !引

发舆论关注" 调查发现!去年
!

月至今

的
"

个多月里!当事方通过私设暗管累

计排放污水
#$%&!

吨 ! 污染面积
'((

亩" 目前!责任追究与损害评估调查正

在进行"

这是
)*&+

年
"

月内蒙古阿拉善盟

腾格里工业园区污染事件被曝光之

后!又一起#沙漠污染$事件% 沙漠生态

已然脆弱不堪! 不能让执法监管再沦

为荒原" 虽然荣华公司违法排污事件

尚未做出最后认定!但社会期待!新环

保法能够亮出&牙齿 $!&稳 '准 '狠 $地

&咬$下去!绝不姑息"

近年来沙漠污染问题屡见不鲜 "

由于发达地区环保监管日趋严格 !一

些企业瞄准地广人稀' 监管疏松的沙

漠腹地!通过&转移污染$换取利益" 在

这一事件令人震惊之余
1

人们还要追

问! 在全国环境违法惩处力度不断加

大的背景下! 荣华公司为何敢如此放

肆顶风违法( 又如何能长达数月违法

排污而逍遥法外(

环境违法积弊日久% 究其根源!政

府监管难逃其咎)

环保执法!不能&软$% 荣华公司近

十年频频出现违法排污! 但地方环保

部门处罚太&软$!让&环境违法成本低$

成为公认的常态%

环保执法!不能&拖$% 荣华公司肆

意排污期间!甘肃正在开展临沙'戈壁

地区环境保护大检查行动! 省环保部

门早已拿到荣华公司排污的举报材

料!层层批转而不开展深入调查!每拖

一天!污染就增加一些%

环保执法!不能&避$% 地方环保部

门接到举报材料后并未落实检查执

法!甚至隐瞒违法事实% 荣华公司作为

&明星$企业!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中占

据重要地位! 而政府部门的庇护行为

无疑助长了企业违法的侥幸心理%

&下手软'不愿管$的态度!正是纵

容环境恶化的源头% 有&牙$不用!势必

削弱法律效力% 面对环保形势的严峻!

地方政府部门须用好手中的法律武

器!把提升法律执行力'威慑力放在首

位% 别外!新环保法在赋予环境监管部

门更多执法权的同时! 也加强了对监

管人员的责任追究% 如果继续抱&不敢

管'不愿管$的态度!那些地方环保部门

的责任人要自食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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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必须达到排放限值

#

陕西将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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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建部与海南合作探索省域层面'多规合一(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