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 ! 项城市在全市范围

内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整顿医疗秩序"

打击非法行医宣传活动#

该市不断创新宣传方式! 对非法开

展胎儿性别鉴定" 人工终止妊娠! 及非

法行医的表现形式" 社会危害" 行政处

罚和刑事处罚等进行了深入广泛的宣传$

在市区广场% 车站设立咨询台! 制作宣

传展板! 出动宣传车辆开展宣传活动$

向群众发放卫生计生法律法规彩页等宣

传资料
!""""

余份! 受到群众欢迎&

!马震宇"

本报讯 为确保三夏期间 '不起一

把火% 不冒一缕烟% 不黑一块田(! 黄

泛区实业集团采取措施! 成立
#

个防火

督导组! 分片包干$ 集团领导每人分包

一个分公司定点督导$ 各分公司成立防

火巡逻队! 并配备对讲机% 铁锹% 灭火

器% 灭火毯等$ 分公司防火水车% 犁地

车随收割机转移! 收获过的地块随时进

行灭茬% 播种% 浇水#

集团有关负责人说! 凡参加麦收的

农业机械! 必须经农机安全监理部门检

验合格方能进地% 进场 )晒场* 作业$ 收

割机" 运粮车排气管都要按要求安装防

火罩或钢纱网! 确保车辆安全&

!钱国顺 孙国彦"

本报讯 )记者 李瑞才*

$

月
!

日

下午!市城管局"川汇区"经济开发区"

七一路办事处与多家分包责任单位组

织
%""

余名城管队员和机关干部 !对

工农路)人民路至新火车站段*进行集

中整治!占道摊点被取缔!城市'牛皮

癣(被清除!乱摆乱放的广告牌匾被收

缴!违章建筑被拆除&

育新街口多家占道鸡鱼摊点被取缔

当日下午
#

时许! 记者在工农路

与育新街交叉口南侧张庄村附近看

到! 工农路东侧人行道上集中了几家

经营鸡鱼的摊点! 一名鱼贩将用铁板

焊成的简易鱼池放置在人行道上& 往

南相隔不远! 人行道也被几家兜售活

鸡的摊贩占了个严严实实& 城管执法

人员立即上前将几只大桶和所有的经

营用具予以暂扣! 责令他们限期把人

行道清理干净&

记者发现! 工农路沿线占道经营

废品生意的也不在少数! 他们把大量

废品堆放在路边! 严重影响了城市形

象& 据川汇区七一路办事处相关负责

人介绍!经过一轮取缔和规范后!下一

步我们将对这些违章房)棚*一律依法

强制拆除& 鉴于附近居民的需求!我们

将在该处规划建设一座 '两小市场(!

方便居民生活&

铁道口多处违章建筑! 落地灯箱

被拆除

在集中整治过程中记者还发现!

工农路南段一些店铺为提高 '关注

度(! 大多在店面周边悬挂
&'(

发光

电子招牌或放置落地广告灯箱 ! 颜

色不一 ! 高低不齐 ! 严重影响了城

市形象 & 对于这类广告灯箱 ! 城管

人员一律进行拆除" 暂扣& 在交通大

道与工农路交叉口附近! 一家经营火

锅的店铺在门外拉起了超大的滑轮

伸缩篷! 被执法人员当场拆除& 在工

农路原铁道口附近! 记者看到路西有

一排违章搭建的彩钢房! 经济开发区

城管部门执法人员对该违章房予以

拆除&

'这条路乱哄哄的像个农村大集

市! 在市区是出了名的脏 " 乱 " 差 "

堵! 早该治理了++( 看到这么大的

集中整治行动场面! 路过" 围观的群

众纷纷叫好& 不少居民表示! 工农路

是中心城区通往新火车站" 客运总站

的必经之路! 是我市对外宣传的 '窗

口(! 希望通过这次大规模的集中整

治! 各区" 各职能部门能够建立长效

管理机制! 巩固集中整治成果! 真正

把这条道路提升" 打造成为我市中心

城区又一亮点工程&

本报讯 )记者 宋馨* 为推进我市

省级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落实各单位

分包路段责任要求!

$

月
!

日! 市政府

组织分包单位在工农路段开展市容环

境卫生集中清理整治行动&

当天!市人社局"工行周口分行"中

石油周口分公司"国家统计局周口调查

队"漯阜铁路公司等各分包单位主要负

责同志带队!到责任路段开展集中整治

行动!主要清理路面"绿化带内垃圾"烟

头"纸屑"树叶杂草等!并向沿街商户宣

传创建工作要求!落实门前'三包(责任

制&

为重点解决沿街个别突出问题 !

川汇区"市经济开发区"市城管局"市

公安交警支队组织
!)"

余人成立执法

突击队!开展集中清理!强制拆除户外

违章灯箱广告"违章构筑物!取缔流动

摊点!清理占道经营!纠正违章停放车

辆等&

本报讯 )记者 宋馨*

$

月
*

日上

午!以'体验科学(为主题的'中国流动

科技馆(周口巡展川汇站启动仪式在川

汇区隆重举行& 省科协巡视员杨金河"

副市长张广东出席启动仪式&

张广东指出! 流动科技馆巡展活

动既是全市科协系统为巩固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 '三严三实( 专

题教育成果" 持续深化 '转创( 活动"

落实 '三亮三评三提升( 工作的一项

重要举措! 也是市科协围绕省级文明

城市创建这一中心工作! 深入开展群

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提升公民科学素

养的重要载体& 此项活动将有效弥补

我市科普资源短缺" 科普阵地薄弱的

现状 ! 为公众参与科普 " 学习科技 "

体验科学创建了平台& 展出期间! 张

广东希望川汇区要高度重视! 周密安

排" 精心组织广大青少年参观! 体验

和共享科普成果$ 各协办单位要密切

配合! 尽职尽责! 为巡展活动提供良

好的保障和服务&

本报讯
+

记者 王艳*

$

月
!

日至
*

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解冰山带领执

法检查组!就,河南省中医条例-贯彻实

施情况进行执法检查&市政协副主席程

维明陪同检查&

执法检查组先后赴扶沟县和郸城

县人民医院"中医院!部分乡镇卫生院"

村卫生室及市区太昊路卫生服务站"川

汇区中医院"市中医院等地进行察看&

*

日上午!执法检查组听取有关,河南省

中医条例- 贯彻实施情况的工作汇报!

并与有关医院负责人和中医工作者进

行座谈&

执法检查组对我市各级各有关部

门贯彻落实,河南省中医条例-情况和

中医药事业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

在谈到下一步工作时!执法检查组希望

有关部门进一步增强做好中医药工作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加强领导!加大扶

持力度!努力为全市中医药事业发展提

供宽松环境和有利条件$要以更高的站

位"更宽的眼界"更新的理念和更务实

的作风! 搞好中医药事业发展规划!弘

扬中医药传统文化!推进中医继承与创

新!完善中医药服务体系和网络!切实

提高中医药学术水平和防治疾病的能

力!为更好地保障群众身体健康"加快

我市中医药事业发展作出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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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

月
!

日! 淮阳东方神话

游乐园举行盛大开园仪式 )如下图*!

面向全国游客试运营! 为羲皇故都再

添一道美丽的风景&

东方神话游乐园位于淮阳龙湖国

家湿地公园东岸 ! 占地面积约
*$"

亩! 总投资约
%.)

亿元 ! 以龙湖生态

文化为纽带 ! 以 '水 ( 文化为核心 !

充分发挥自然优势! 为公众提供多样

化的城市生态休闲体验空间! 是集旅

游" 观光" 度假" 娱乐于一体的综合

型休闲胜地 & 水上项目共建有
!"

多

个主题游乐区! 如龙风海啸" 九龙竞

速滑道 " 极速滑道 " 冲天回旋滑道 "

巨兽碗滑道" 魔幻漂流" 大洪水" 激

流勇进等& 游乐园最大日接待游客
*

万人次&

!本报记者"

本报讯 )记者 王艳*

$

月
!

日!由

省民政厅纪检组长安保新为组长的省

督察组莅临我市!就查办腐败案件体制

机制改革试点工作进行督察& 市委常

委"纪委书记王富兴出席汇报会&

汇报会上!王富兴向督察组汇报了

我市查办腐败案件体制机制改革试点

工作开展情况 & 王富兴说 !

*"!#

年以

来!我市作为全省查办腐败案件体制机

制改革试点单位!按照中央和省纪委统

一部署!以查办腐败案件体制机制改革

为突破口!认真落实'三转(要求!突出

主业"凝聚力量!调整思路"创新手段!

在持续保持高压态势的同时!注重实践

'四种形态(!抓早抓小!动辄则咎!推动

执纪审查工作再上新台阶& 一是抓重

点!建立'六必报"两备案(工作机制&我

市把问题线索处置作为重中之重 !对

*"!#

年以来的问题线索进行大排查 !

并分类建立台账& 二是抓规范!明确党

风政风类问题线索处置办理规程&市纪

委监察局出台文件!对党风政风类问题

线索的受理范围"来源"分类"移送"交

办等各个环节的程序进行明确&三是抓

主业!突出执纪审查工作实现'两个转

变(& 实现了执纪审查从'查深查透(向

'快查快结(转变!从'抓大放小(向'查

早查小(转变&四是抓创新!实施问题线

索处置三个 '自选动作(& 结合周口实

际!扩大案件线索上报范围!缩短上报

周期!规范市直单位上报方式& 五是抓

提升!固化改革试点四项制度& 我市从

建立完善有关配套制度入手!使体制机

制创新有抓手 "有遵循 "有问责 "有保

障&

会后!省督察组仔细查阅了相关材

料!详细了解我市改革试点工作开展情

况&

本报讯 )记者 刘彦章*

)

月
%!

日! 市政协副主席黄体勤带领省" 市

公民文明素质提升考察组一行
*"

余

人! 在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市文明办

主任刘淑君的陪同下对文昌中学进行

调研&

文昌中学校长朱贵华详细汇报了

文昌中学办大教育提升全体师生文明

素质方面的做法! 诸如开办诚信书架"

诚信货架"书香校园等& 当听闻文昌中

学家委会做得非常出色时!考察组一行

与校家委会会长李金星"段廷全"钱玉

华亲切握手交谈!并对文昌中学的做法

给予充分肯定&

省查办腐败案件体制机制
改革试点工作督察组莅周

市人大常委会开展!河南省中医条例"执法检查

本报讯 )记者 史书杰 *

)

月
%!

日上午! 副市长张广东到淮阳县王店

乡" 新站镇卫生院" 计生办进行卫生

计生工作调研&

在王店乡卫生院! 张广东来到疫

苗接种室! 询问值班医生今年有多少

孩子接种了疫苗" 在接种过程中是否

进行了登记 ! 接着他又来到预诊室 "

健康档案室! 一边询问基本情况! 一

边仔细翻阅预防接种档案登记簿& 在

中医药科室! 当得知随着国家对中医

药重视程度的不断加大! 该院中医药

在服务百姓" 解除患者痛苦方面将发

挥出更加重要的作用时! 张广东不停

地点头&

随后 ! 张广东又来该乡服务大

厅! 叮嘱计生办工作人员在办证中一

定要做好登记备案工作! 把工作做细

做精做准! 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群众的

认可&

张广东还到新站镇卫生院进行了

调研&

#中国流动科技馆$周口巡展川汇站启动

张广东到淮阳调研卫生计生工作

黄体勤到文昌中学调研

谢海洋
本报讯 )记者 普淑娟 *

$

月
*

日 ! 市委常委 " 政法委书记谢海洋

到其分包的交通大道实地察看省级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 并现场办公解

决实际问题&

谢海洋一行先后到交通大道与

大庆路交叉口 " 长途汽车站 " 刘方

平行政村 " 淮河办事处辖区路段进

行调研 ! 实地察看各责任单位创建

工作开展情况&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 谢海洋

要求 ! 要明确目标 " 任务和工作要

求 ! 进一步强化责任 ! 突出抓好重

要地段 " 重点部位 " 窗口单位的创

建工作 $ 要统一招牌 " 统一车辆停

放和墙体外观标准 $ 要组织开展集

中联合执法行动 $ 要加强督查 ! 确

保各项创建任务圆满完成&

王建庄
本报讯 )记者 普淑娟 *

$

月
*

日下午 !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建

庄到其分包的文明路实地察看省级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 并现场办公解

决实际问题&

王建庄一行先后到文明路北段 "

文明路与育新街交叉口 " 文明路南

段等地进行调研 ! 实地察看各单位

创建工作开展情况&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 !王建庄

指出 ! 各责任单位要进一步摸清底

子 !建立台账 !认真排查 !列出清单 !

拿出措施!逐个解决$要继续实行'门

前三包 (责任制 !各责任单位要尽职

尽责! 尽快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要

加强协作!共同努力!克难攻坚!切实

为广大市民营造一个整洁舒适的生

活环境 "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 !确保

各项创建任务圆满完成&

程维明
本报讯 )记者 刘琰*

$

月
*

日

下午 ! 市政协副主席程维明到其分

包的建设大道 )大庆路至搬口东桥

段 * 实地察看省级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 并现场办公解决实际问题&

程维明要求 ! 分包单位要按照

创建要求 ! 以六项专项整治工作为

重点 ! 认真开展所包路段的垃圾死

角清理 " 小广告清理等市容环境综

合治理$ 分包单位要实行 '一把手(

负责制 ! 加强沟通协调 ! 形成工作

合力 ! 切实整治脏 " 乱 " 差问题 $

要落实责任! 协同配合! 多措并举!

按照教育在先 " 文明执法 " 严管重

罚 " 违法必究的原则 ! 进行全面整

治提升! 彻底解决道路脏" 乱" 差"

堵现象&

市领导到分包路段督导创城工作

本报讯 )记者 李瑞才* 自创建省

级文明城市动员大会召开以来! 市经

济开发区围绕'两横"两纵"两广场(的

城市管理布局! 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实

施了市容和卫生环境集中整治行动&

打造#四路两场$ 有序推进创建工作

作为开发区精心打造的创建亮点

工程!'示范路(太昊路"八一大道!'严

管街(莲花路"工农路!以及新火车站

广场" 开发区人民广场一直以来都是

该区城市管理工作的 '重头戏(&

)

月

*)

日上午! 集中采访组一行来到开发

区人民广场! 远远便看到地面干净整

洁"一尘不染!绿化带内郁郁葱葱!广

场前的慢车道上没有流动摊贩! 所有

机动车"非机动车都有序停放!进进出

出秩序井然&

说起人民广场的过去和现在 !在

附近居住的张先生感触颇深.'原来广

场周边小贩云集!机动车无序停放!慢

车道及人行道被夜市摊点抢占! 广场

上垃圾遍地%污水横流++现在好了!

经过城管这两年来的连续整治! 现在

整洁有序多了! 我们游玩也更加方便

了/ (据了解!为塑造城市'窗口(形象!

该区城管局取缔了马路占道摊点!并

在广场东南角开辟一处夜市摊位供其

经营!规范了摊位经营秩序$抽调几名

城管队员专人巡查盯守! 防止摊贩占

道经营现象回潮&

开发区东南角的新火车站广场一

直是个管理难点& 该区城管部门采用

疏%堵相结合的方式!在广场西侧建了

一排木房! 引导商贩和占道摊点进场

经营$ 在广场进出口和广场两侧道路

上设置防护栏! 引导社会车辆有序出

入! 确保广场及周边营运和交通秩序

良好!维护了城市窗口形象&

补齐市政#短板$ 提升辖区#颜值$

该区还通过不断加大财政投入力

度! 积极补齐市政短板! 为提升辖区

'颜值(奠定了坚实基础& 该区公用事

业管理中心负责人张帅介绍! 近两个

月来!他们以治脏%治乱%治差为主要

内容! 重点整治城市管理工作中存在

的重点%难点等突出问题!制定了环卫

工人和机械化清扫管理新制度! 开展

卫生死角大规模集中清理活动! 添置

垃圾收容设备!方便居民倾倒垃圾& 目

前!共在莲花路%工农路%太昊路'两小

市场(%五一路'两小市场(以及沿街门

店放置贴有文明提示语的小型垃圾斗

!""

个!新购环卫三轮车
*""

辆!配备

洒水车和扫地车各
!

台! 新增环卫人

员
#!

名!采购环卫工人服装
$""

套&

另外! 开发区公用事业管理中心

还利用春季种植的大好时机! 对开来

路%女娲路%开元大道与中州大道交叉

口%开元大道西段%莲花路%莲花路与

八一大道东北角% 莲花路与五一路东

北角等地段! 新增绿化种植面积
,

万

多平方米%草坪
!

万多平方米!部分道

路在现有基础上重新改造提升! 打造

出一批环境幽雅的街头游园&

开发区精准发力促创建

市政府组织开展工农路市容环境卫生集中清理整治行动

多部门联合整治工农路城市%痼疾&

!!!!!!

上图#昨日$项城市永丰镇三夏防

火宣传车正在进行秸秆禁烧宣传% 为

确保三夏生产无火情& 无安全事故发

生$项城市强化宣传动员&强化机收服

务&强化防火网络$形成了面上监控&

线上畅通& 点上死守的无缝隙防火网

络$筑牢了三夏安全防火墙$确保小麦

颗粒归仓% 张永久 摄

!!!!!!

右图"昨日$沈丘县周营乡农民趁

当前土地墒情良好$ 抢抓农时播种玉

米&大豆等农作物$力争秋季农业增产

增收% 谢辛凌 李辉 摄

黄泛区三夏防火有良方

项城市开展打击
非法行医宣传活动

三夏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