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徐启峰 "

!!

月
""

日#天降瑞雪#$红手杖 %爱心午餐公益

项目收到 $雪中炭 %&&&厦门市润众扶

贫基金会向其捐赠
!#$

万元'

厦门市润众扶贫基金会是以扶贫

济困为宗旨的非盈利机构'

"%!&

年
!!

月#厦门市润众基金会来到周口 #联手

佳利地产 # 在周口陆续开展慈善救助

活动 # 首次捐赠活动于
!!

月
""

日举

行#活动主题为 $博爱助学捐赠暨购房

补贴
$%'

安居扶助计划%'

!!

月
""

日 # 捐赠仪式在市广电

局演播厅隆重举行 ' 厦门市润众基金

会的陈厚东在致辞中说 #润众基金会

秉持 $人道 (博爱 (奉献 %的慈善精神 #

致力于推动 $教育机会平等 %和 $扶助

安居乐业 %# 计划在未来的
$

年里帮

助至少
(

万名学生圆求学梦 ( 帮助
$

万名以上贫困家庭住进基金会补贴

的房子 ' 此次捐赠活动只是一个开

始 # 以后在周口还将有系列救助行

动 '

捐赠仪式上 # 厦门市润众基金会

分别向川汇区人和办事处 (东新区搬

口办事处 (西华县东王营乡 (周口职

业技术学院 (周口新星学校 (川汇区

八一路二小 ( $红手杖 %爱心午餐公益

项目 ( 佳利养老服务中心捐款捐物 #

总价值
!%

万元 # 受益群众达
!%%

名 '

当天 #伴随着感人的音乐 #捐赠一轮

轮进行 #场面温馨无比 '

$红手杖 % 爱心午餐是我市开展

的一个公益救助项目 # 首批为
!%

位

困难老人免费提供午餐 ' 此公益项目

实施后 # 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

厦门市润众基金会此次向我市爱心

午餐公益项目捐赠
!#$

万元 # 希望帮

助更多的老人享用上爱心午餐 ' 目

前 #$红手杖 %爱心午餐公益项目正在

对第二批受助对象进行身份鉴定 #很

快就将实施救助 # 并积极筹划开展送

餐服务'

!红手杖"爱心午餐公益
项目获赠 !"#万元现金

本报讯 !记者 李瑞才"

!!

月
""

日#我市普降大雪#市区主次干道和人

行道上均被积雪覆盖并出现结冰现

象' 为确保中心城区道路畅通以及人

员(车辆的出行安全#市城管部门于当

晚紧急召开专题会议# 启动自然灾害

天气应急预案#提前谋划(科学应对'

!!

月
"(

日一大早# 市城管部门

便组织四区城管( 环卫部门及局属二

级机构#及时采取喷洒盐水(人工清扫

等有效措施#按照$先主干道(后次干

道%的顺序#对中心城区道路以及市区

五座大桥桥面开展清雪除冰行动' 截

至当天下午
)

时# 中心城区城管部门

共出动城管队员(环卫工人
$%%%

多人

次#洒水车(铲车等
$%

多辆#使用工业

盐
&

吨#喷洒盐水
(%%

多吨#为广大市

民清理出一条条安全畅通的道路'

此次清雪除冰行动是中心城区城

管系统立足本职工作# 积极为市民营

造良好城市环境的一个缩影' 清雪除

冰过程中# 参与人员克服恶劣天气条

件#充分发挥我市城管干部$特别能吃

苦(特别能战斗%的优良品质#有序工

作# 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路面积雪冻冰

现象#保障了行人和车辆的出行安全#

受到过往市民的一致好评'

中心城区城管系统开展清雪除冰行动

!

社会民生组版编辑!窦 赢 电话!

!$**$%&

!"!"

年
!!

月
#$

日 "+#$%&'(()*+,&-./0#

本报讯 !记者 窦娜" 备受社会各

界关注的
"%!&

河南诚森周口马拉松暨

中国首届慈善马拉松赛即将于下月
!,

日鸣枪开炮# 为保障大赛顺利举行#

!!

月
")

日# 本次马拉松赛组委会组织市

公安局(市体育局(市城管局(团市委等

成员单位负责人到马拉松赛道沿线进

行实地调研'

当日上午#本次马拉松赛组委会带

领各成员单位负责人从起点市体育中

心开始#对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和

小马拉松比赛线路进行实地勘察#并对

重点路段(重要拐弯处(破损路面(沿线

环境进行重点研究'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本次马拉

松赛组委会要求各成员单位# 认真谋

划#精心组织#确保高质高效完成各项

筹备工作#营造浓厚的办赛氛围'

据介绍# 本次赛事由中国田径协

会(中华慈善总会(河南省慈善总会(周

口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周口市体育

局(周口市慈善总会(周口广播电视台(

河南路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共设

男(女全程马拉松!

)"#!*$

公里"#男(女

半程马拉松!

"!#%*-$

公里"和小马拉松

!

$

公里"三个比赛项目'

目前#各项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

有序向前推进'

首届慈善马拉松赛即将开跑
我市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本报讯 !记者 窦娜" 记者

昨日从市妇联获悉# 为了使留

守儿童和困境儿童拥有一个快

乐健康的童年#即日起#市(县

妇联上下联动# 大力开展 $暖

心)牵手%行动#面向社会招募

千名$爱心妈妈!爱心姐姐"%'

$此次活动是认真贯彻落

实省十次党代会提出的 *健全

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

老人关爱服务体系+#进一步做

好我市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

爱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市妇

联有关负责人介绍# 此次招募

的$爱心妈妈!爱心姐姐"%#以

自愿报名为原则 #$爱心妈妈

!爱心姐姐"%的帮扶内容包括,

参加各级妇联和有关单位组织

的集中关爱活动#对留守儿童(

困境儿童进行$一对一%($多对

一%结对帮扶' $爱心妈妈!爱心

姐姐"也可自由地定期以电话(

书信等形式与孩子( 临时监护

人联系#对孩子进行课业辅导(

情感关怀和心理抚慰# 力所能

及地帮助孩子克服学习中和生

活上遇到的困难'

市妇联希望#通过开展$暖心)牵手%

行动# 为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提供一定

的物质和精神帮扶#帮助他们健康成长#

推动关爱帮扶活动实现规范化和制度化

管理'$希望通过招募*爱心妈妈!爱心姐

姐"+#把一大批有爱心(有意愿(有能力

的优秀女性 # 吸纳到巾帼志愿服务中

来' %该负责人表示#有意者可致电市妇

联儿童部#电话是
%(*)+,"&*&%(

'

!线索提供,杨娜"

!

昨日!天气转晴!几名环卫工人正在清扫道路上的残雪和落叶" 降雪过后!天气转晴!市环卫部门抓住有利时机!组

织人员对中心城区卫生进行清理!以便于市民出行" 记者 沈湛 摄

我
市
开
展
#暖
心$

牵
手
%行
动

本报讯 !记者 窦娜" 记者昨日从

市统计局获悉#

!%

月份#我市居民消费

价格总水平
./012

同比上涨
!#&'

#低于

全省!

"#!'

"和全国!

"#!'

"平均水平'

统计数据显示 #

!%

月份构成
/01

的八大类商品价格呈$五升三降%格局'

从类别看#

!%

月份#八大类商品价格的

排名出现了不小的波动#食品烟酒类价

格的涨幅排名不再靠后#而是跃至涨幅

排行榜首位 # 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

(#*'

-医疗保健类价格上涨平稳 #仍然

位居第二名#同比上涨
(#-'

-紧跟其后

的是其他用品和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

"#-'

-居住类价格 (教育文化和娱乐类

价格波动不大#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上

涨
%#-'

(

%#$'

'

!%

月份#衣着类价格加

入下降行列#同比下降
%#*'

-生活用品

及服务类价格(交通和通信类价格继续

延续下降趋势 # 同比分别下降
%#&'

(

%#$'

'

值得注意的是 #

!%

月份 #鲜菜类价

格同比上涨
",#%'

#鲜果类价格同比上

涨
-#!'

#畜肉类价格同比上涨
$#)'

'

鲜菜价格同比上涨明显#是否意味

着冬季来临市场上鲜菜价格会越来越

贵呢. 市统计局工作人员介绍#受去年

同期
/01

基期效应影响 # 加之鲜菜价

格占比较大# 今年
!%

月份
/01

涨幅同

比有所上升'但是#实际上#随着市场上

本地冬季菜如白菜 (白萝卜 (胡萝卜等

大量上市 #尽管外地菜如西红柿 (生姜

等价格有所上涨# 但
!%

月份鲜菜价格

总体稳定'

$当前# 我市
/01

的走势总体是温

和上涨'%工作人员分析#从下一个阶段

来看#

/01

仍然很可能维持温和上涨态

势' 综合目前情况#下一阶段通货膨胀

的压力不会明显上升#

/01

的涨幅能够

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线索提供,黄金良 杨艳东"

!$月我市 %&'同比上涨 !"()

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

本报讯 !记者 吴继峰" 日前#记者

从市邮政管理局获悉# 为进一步提高城

市快递配送水平# 解决快递企业配送车

辆通行停靠难问题# 市综治办( 市公安

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城市管理局(市邮

政管理局等部门联合发文#确定方案(提

出要求# 合力保障我市快递配送车辆便

捷通行和停靠'

文件对各县!市(区"快递配送车辆

便捷通行和停靠保障工作提出三点要

求,一是提高认识#充分认识快递行业在

完善城市配送体系(增拓就业市场(改善

人民生活质量( 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等方

面的重要作用# 从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

定和保障民生的高度# 主动为快递配送

车辆正常通行创造便利条件' 二是密切

配合#加强沟通协调#及时妥善解决快递

配送车辆通行和停靠存在的困难和问

题# 充分了解快递企业需求和人民群众

感受#采取有效措施#消除禁止和不合理

限制快递配送车辆通行和停靠的情况#

为快递企业配送车辆便捷通行和合理停

靠提供有效保障'三是规范管理#快递企

业配送人员开车上路要统一着装( 佩戴

工号牌(遵章驾驶(服从管理#并加强对

从业人员的管理# 引导快递行业为我市

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五部门合力保障快递
配送车辆通行停靠

本报讯 !记者 马四新 实习生 乐

辉" 最近一段时期# 气象局相继发布了

寒潮橙色预警
3

寒冷的冬天已经来临'近

日#记者走访发现 #随着天气的逐渐转

冷# 人们的消费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逐

渐开始向$暖%靠拢'

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中 # 受气温影

响最明显的就是穿着了 ' 大街上的短

衣薄衫不见了 # 取而代之的是秋冬的

大衣(棉袄等'

!!

月
""

日#在新大新购

物商场 #记者发现 #前来购买保暖衣 (

保暖裤 (毛衣及大衣 (棉袄的市民络绎

不绝#大家争相购买冬季御寒衣物' 另

外 #口罩 (手套 (围巾等都成了 $香饽

饽%'

随着天气转冷 #电热毯 (电暖气等

取暖电器开始派上用场' 记者在市区多

家商场和超市看到 #电暖器 (暖风机等

用于取暖的电器#也被摆在了明显的位

置' 一电暖器厂商促销员告诉记者#近

期#电暖器(暖风机销量明显上升#多是

家中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前来选购'

进入冬季# 火锅无疑成为人们外出

吃饭的首选' 记者走访市区多家火锅店

发现#在晚上用餐高峰时#很多火锅店都

是爆满# 有的甚至还要在吧台处排队等

待'$最近几天#我们店的生意非常好#与

上个月相比#营业额翻了近一倍' %一家

火锅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天一冷火锅

店的生意会越来越好'

随着气温的降低#多数市民的出行

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一位市民告

诉记者,$天冷了# 骑车出行的人少了#

大家更倾向于乘坐公交车或出租车出

行 ' % 记者随后采访了一位出租车司

机#他告诉记者#进入冬季后#他每天早

上七点就开始工作了#一直要到晚上十

点多才能下班#生意特别好' 记者还发

现#很多家庭已经打开空调来驱散寒冷

了'

本报讯 今冬明春社会治安整治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市公安局有针对

性地强化工作措施# 落实工作责任#

行动取得初步成效#全市社会治安大

局持续稳定'

结合当前全市社会治安形势和

重点违法犯罪行为#市公安局部署开

展了为期两个月的打击$盗抢骗%(虚

假信息诈骗(涉嫌黑恶犯罪等重点违

法犯罪专项行动' 截至
!!

月
)

日#全

市共立$盗抢骗%刑事案件
*&%

起#破

(!,

起 #破案率
((#!('

#其中破系列

案件
(-)

起#逮捕虚假信息诈骗犯罪

嫌疑人
!!

名# 移送起诉涉恶犯罪嫌

疑人
((

名'

继公安部(省公安厅部署冬春火

灾防控工作后#市公安局立即召开全

市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动员部署

会#通过层层动员#强力推进全市冬

春火灾防控工作' 截至
!!

月
)

日#全

市公安机关共检查单位
,$!

家#发现

火灾隐患
!-!)

处# 督促整改火灾隐

患
!&!)

处# 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
-

份#临时查封
!"

家#行政拘留
$

人'

结合全市冬春道路交通管理实

际#市公安局制订下发了/专项行动

方案0#明确工作职责和工作重点#进

一步加大对道路交通安全生产隐患

的排查和整改力度' 截至
!!

月
)

日#

全市共整治重点道路危险路段
)

处#

整改企业隐患
(*

处# 利用机动车查

缉布控系统检查消除安全隐患
!)$

起#曝光典型违法企业
!-

次'

各级公安机关与全市
"!

个烟花

爆竹经营企业 (

!%

个危险化学品生

产厂家等单位签订了责任书'对寄递

企业#摸清企业底数#逐一建立档案#

强化寄递渠道管控#建立健全工作机

制#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寄运物品验视

封箱(实名登记(邮件
4

光机安检等

制度' 截至
!!

月
)

日#共排查物流企

业
"!%*

家# 排查寄递企业
!-"!

家'

全市共检查并整改娱乐场所安全隐

患
&(,

处#检查并整改旅馆业安全隐

患
&,-

处'

全市特巡警采取车巡步巡相结

合(特警武警联勤的工作模式#严格

落实对重点部门(重点场所(重点路

段的巡逻管控和街面盘查措施'截至

!!

月
)

日# 共盘查嫌疑人员
)$)

人#

打击现行违法犯罪
"

起#抓获现行违

法犯罪嫌疑人
!

名#全市$两抢一盗%

发案率较同期下降
)"'

'

#李书洲$

专家支招如何科学应对雾霾天气
本报讯 !记者 马四新 实习生 陈

真真 " 进入冬季 # 雾霾天气增多 ' 那

么 # 如何应对雾霾天气也成为广大市

民关注的热点话题 ' 记者从我市多家

医院了解到 # 这几天呼吸道疾病患者

明显增加 # 尤其是复发的哮喘 ( 过敏

性鼻炎等患者增多 ' 此外 # 由于微颗

粒吸入心肺进而进入循环系统引起心

脑血管疾病复发的患者也不在少数 '

医生提醒 #在这样十面 $霾 %伏的天气

下 #应自强不 $吸 %#学会科学应对 '

!!

月
")

日上午 #在周口市儿童医

院 # 记者看到有许多孩子因为呼吸道

疾病前来就诊 ' 该院医生表示 # 这几

日门诊量增加了
"%'

至
(%'

'此外 #记

者了解到 # 由于微颗粒能够随呼吸系

统进入血液循环系统 # 因此 # 这段时

间心脑血管疾病复发的市民也增多 #

主要集中在老年群体 '

雾霾天气严重影响了市民的生

活#面对这样的天气 #大家各自应对有

招' 记者注意到#骑着$小电驴%上下班

的市民纷纷戴上了口罩' 在各大超市(

药店里 # 口罩等防护用品也被摆在显

眼的位置 ' 商家对空气净化器也打出

各种类型的促销活动' 还有很多市民

争相购买绿色植物 '

那么 # 这些热卖的防护用品究竟

能起多大作用 . 市民又该如何科学应

对雾霾天气呢 .

周口市人民医院的李医生表示 #应

对雾霾天气最好的办法就是减少户外

活动#有运动习惯的市民要终止晨练 #

雾霾严重的天气不要开窗 # 不得不外

出活动时 #应该戴口罩 ' 绿色植物 (空

气净化器等虽然对提升空气质量有一

定作用#但并不能完全抵御雾霾'尤其

是绿色植物 #如果利用不当 #还可能产

生反作用'因为雾霾天能见度低#阳光

不强烈 # 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会大大

减弱 # 反而可能在夜间增加二氧化碳

的浓度'

本报讯 $电工兄弟 #赶紧把我家里

坏了的漏电保护器换了吧# 刚才听你一

讲解#我还真有点后怕呢1 %

!!

月
!)

日#

商水县练集镇朱集村村民朱玉莲拉着正

在发放宣传资料的练集供电所电工蔡晓

强说道' 这是商水县供电公司为确保农

村安全用电#开展$安全礼包%送上门活

动中的一个场景'

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发展#空调(

电磁炉等大功率电器逐渐走入寻常百姓

家'然而#由于部分农民缺乏安全用电意

识#安全隐患凸显' 针对现状#商水县供

电公司大力开展 $安全礼包% 送上门活

动'一送安全用电常识和节电小窍门'把

用电常识和节约用电小窍门印制成册#

逐户发放# 告诫村民不可私拉乱接电线

以及用铜丝(铝丝代替保险丝等知识'二

送义务检测' 检查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

的安装及运行情况# 对私自拆除的及时

恢复安装#对不合格的现场维修和调整'

三送线路整改建议' 检查电能表以下的

进户线#对线路严重老化(线径过细或不

合格导线( 劣质插座# 及时提出整改建

议#规劝村民予以更换#避免引发火灾'

#杜放光 赵丽娜$

近日!气温骤降!由捷安特单车俱乐部自发组织的爱心志愿服务队来到项城市聋哑学校!开展%献爱心!送温暖&活

动!为孩子们送去了耳暖'手套'棉袜等生活用品!让孩子们过上一个温暖的冬天" 图为项城市聋哑学校的孩子们用哑

语向志愿者表示感谢" 王洁石 摄

我市今冬明春社会治安整治初见成效

商水县供电公司

确保农村用电安全

天气转冷&!暖"经济来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