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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张燕

本报讯 !你好"有什么我能帮

助你的# $

!"

月
/

日是第
"0

个国际

志愿者日
1

市文明办%团市委联合我

市工商%税务%卫生等十多个部门在

周口五一广场举行了以!送温暖%献

爱心&主题的志愿服务系列活动"志

愿者们利用各自专长" 开展了形式

多样的义务服务" 用热情感染着经

过该处的每一位市民'

搬桌子 %放展板 %摆放知识手

册((当日
0

时许" 在活动现场"

志愿者们在各自展位前忙碌着) 一

名志愿者嫌穿着厚重的棉衣不方

便"把外衣脱掉了"他告诉记者"天

气虽然冷" 但是一想到做好事"身

体也就暖和了)

没一会儿"展位前就有市民上

前咨询 ) 一位女士走到市中心医

院的展位前问 *!我这段时间有些

不舒服 "你们帮我看看吧 ) &得到

肯定回答后 " 她详细说出了自己

近段时间的身体状况 " 医生认真

听后 "耐心地给她解析了病情 "并

提出了一些建议) !我们帮你量量

血压吧# &见一位老太太走到展位

前 " 医生立刻帮她测量了一下血

压 " 并为其提出了一些饮食上的

注意事项)

!加入义工是不是就能帮助别

人# &市民张女士看到周口义工协

会的展板后问到) 义工协会的志愿

者向她作了详细的介绍后"还给了

她一张名片) 离开前" 张女士说*

!能不能再给我一张" 我给朋友送

去) &当日"周口义工协会的志愿者

告诉记者*!像张女士这样"想加入

义工的市民很多"其实成为会员最

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有一颗爱心) &

!这次志愿服务系列活动将延

续半个月) &市文明办综合科科长姚

保华说"在此期间"我市会有一大批

志愿者深入到敬老院+福利院%社区%

医院%空巢老人家庭为困难群体送去

温暖和帮助) 各县市区的志愿服务

活动也同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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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是第
"$

个

国际志愿者日!太康县的

一些青年志愿者带着慰

问品来到该县城郊乡敬

老院 !为老人理发 !打扫

卫生 "检修线路 !陪老人

聊天!让老人感受到社会

的温暖#

晚报记者 张洪涛

通讯员 邱志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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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牛思光

本报讯 近日来我市最低气温逐

渐下降到零度以下"高速公路部门积

极准备应对雨雪天气的物资"制订恶

劣天气下道路畅通的工作方案"确保

恶劣天气下我市各条高速公路的交

通安全)

据了解"如果出现雨%雪%雾%冰

等恶劣天气"收费站%交警%路政巡逻

中队将在第一时间向监控中心报告

道路能见度%积雪%结冰情况)根据省

委%省政府,千方百计"采取措施"确

保我省高速公路在恶劣天气情况下

安全畅通$的要求"力争在雨%雾%雪%

冰等恶劣天气下不封道) 不封道时"

各驻站交警要在距收费站入口
!/2

米处设置,雨雪雾天请慢行$警示牌-

收费站间隔
3

至
/

分钟放行一辆车

辆% 并向司乘人员作出安全提醒-交

警% 路政巡查中队不间断道路巡查"

直至对司乘人员进行喊话"在前面引

导车辆限速行驶-监控中心通过电子

显示屏发布相关警示信息)道路一旦

出现积雪%结冰征兆"要在
!

小时内

撒融雪剂"防止路面结冰"利用机械

铲雪%除冰保证道路通行) 在立交桥

上做好防滑物质和设备准备"一旦出

现雪%雨%结冰天气"要在
!

小时内做

好立交桥上的防滑工作"确保立交桥

上车辆安全通过"消除事故隐患) 同

时"一旦恶劣天气里出现旅客滞留现

象" 服务区还准备了食品和御寒物

品)

大广高速周口分公司近日对所

有巡逻车%清障车%铲冰除雪车辆进

行了检修保养" 并配备了车辆防滑

链)由于出现雨%雪等恶劣天气时"各

类路况信息需第一时间反馈至路警

联合指挥中心"加之对重特大事件实

行一事一报制度"他们派人重点检查

了桥梁%匝道%事故易发点等危险路

段铲冰除雪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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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彭慧

本报讯 绿是文化"是历史-绿是

生态"是环境-绿是形象"是品位) 为

加快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的步伐 "从

!!

月
!2

日开始"周口中心城区启动

今冬明春绿化工作) 截至目前"市城

管局%周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东新区

3

家单位已补栽各类行道树
!322

余

棵"花灌木
!0

万多株"改善中心城区

生态环境的攻坚战正在全面铺开)

自
!!

月
4

日市委% 市政府召开

中心城区今冬明春园林绿化动员大

会以来"主要单位积极投身于植树绿

化中" 但也有个别单位动作迟缓"影

响了全市的总体绿化进度)通过市绿

化办公室摸底排查"各区%各单位绿

化情况不一*市城管局对中心城区主

要道路如七一路%交通大道%八一大

道%汉阳路%黄河路%建设大道%滨河

路%大庆路%五一路%六一路等进行行

道树补植" 共补栽法桐% 高干女贞

03"

株) 对人民公园%滨河公园%街头

绿地%主干道绿化带进行补植"共补

植黄杨 % 金叶女贞 % 小叶女贞等

!546/0

株- 东新区在文昌大道东段

种植黄杨%百日红等
"!222

株-周口

经济开发区在太昊路%南十路补栽法

桐
/#2

株" 在市民广场补栽了黄杨%

红叶小檗%洒金柏等
"#22

株-周口建

业森林半岛种植红叶石楠% 海桐%小

叶女贞等
"2

万余株"地被
36"!

平方

米-建业联盟新城种植法青%木槿%南

天竹等
!3

万余株" 地被
6255

平方

米) 另外"市水利局将规划的沙颍河

南岸汉阳路以西滩涂面积
!2222

平

方米进行绿化) 但是"川汇区仍有部

分有任务分工的单位和小区"尚未进

行绿化)

市政府要求"中心城区要结合旧

城及城中村改造"各个小区%单位都

要拆墙透绿 %见缝插绿 %垂直挂绿 )

如六一路西侧市一高初中部准备拆

除沿街门店"拆墙透绿-规划部门今

后严格控制临街门店的审批) 从明

年起"市规划局%市城管局将在中心

城区主干道建成几条园林景观道

路-市政府将请专家规划"广泛征求

市民意见" 形成周口独有的绿化特

色"政府还将适时启动市树%市花的

评定)

绿色是一个城市生机和活力的

重要标志) 我市已成功创建省园林

城市"为积极创建国家级园林城"各

单位各小区都要有计划推进绿化工

作 "市委常委办公室 "市委 %市政府

督查室和市纪委效能监察室将联合

起来" 把绿化完成情况纳入督办重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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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为网友个人言论!不代表

本报观点&

龙都网友'老包($目

前城市管理的一个突出

问题就是出店经营!而出

店经营最多的是小饭店!

我有
"

条简单的建议"

!*

临街商住楼一楼营

业房营业执照的审批和

年审!可以在营业房审批

营业执照时!增加四邻签

字的前置条件!在营业执

照年审时有四邻签字同

意才能合格#

"*

道路新建和改建

中!尽量缩小人行道的宽

度!比如把人行道设计为

"73

米 $现行的人行道都

是
/7#

米%! 把省出来的

空间改成自行车或者机

动车停车位!这样可以减

少营业房出店经营的空

间&

龙都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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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还是好人多!我去芙蓉

路一家快递公司取东西!

到家后! 发现装有
"2222

现金和各种票据的包不

见了& 我在楼下的车里也

没有找到! 正着急时!手

机响了& 电话里有人说"

'我是快递公司的工作人

员!你是不是叫李
881

包

是不是丢了(()挂了电

话!我就开车到快递公司

认领!工作人员对照身份

证后!把包还给了我& 我

拿出来
/22

元钱表示感

谢!她硬是不要& 这是真

是让我感动*

龙都网友'注册新用

户($接纳自己的缺点!放

大自己的优点!踏踏实实

地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

对自己好一点!我想幸福

就到了*

龙 都 网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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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学习贯

彻落实十八大精神+ 就是

要多办群众急需办的事!

要为老百姓排忧解难!要

时时心系群众冷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