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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中心城区整治非法营运三轮车

一天查扣
!"

辆!

!

晚报记者 朱东一 实习生 李新

本报讯 连日来!周口中心城区主要路

段非法营运的三轮车突然增多"这些非法营

运三轮车存在走快车道#闯红灯等多种违法

行为!给市民出行造成一定的麻烦"昨日!记

者从周口市公安局七一路派出所交巡警大

队了解到!自
5

月
68

日起!周口中心城区开

展了为期
39

天的整治非法营运三轮车行

动"据了解!行动当天就查扣了
9:

辆非法营

运三轮车"

63

日上午! 记者在七一路与八一大道

交叉口看到!交警正在查处一辆非法营运三

轮车" 查处过程中!三轮车车主坚称自己没

有营运" 交警问其是否认识乘客#是否知道

乘客姓名时!三轮车主无言以对"见此情景!

交警查扣了营运三轮车"

在该路口值勤的交警郭春艳说$%市民

乘坐非法营运三轮车存在极大安全隐患!非

法营运三轮车不但走快车道!还闯红灯" 如

果在快车道上发生事故!乘客极易受伤" &

七一路派出所交巡警大队队长王立新

说$%整治非法营运三轮车行动当天!就在街

头查扣了
9:

辆三轮车!效果还是不错的" &

据悉!被查的三轮车车主不会被罚款!但要

接受教育和学习"

!""多名城管
为周口中心城区!洗脸梳妆"

!

晚报记者 彭 慧

实习生 刘迎迎 通讯员 聂小兵

本报讯 上周末!不少市民出门时发现!

一批批身穿%黄马甲&的人在周口中心城区

街道集中清运垃圾# 打扫卫生# 涂擦小广

告" 据悉!从
5

月
3;

日起!市城管局及其二

级机构全体人员!川汇区#市经济开发区#

东新区城管干部职工共计
<58

余人! 集中

开展了为期
4

天的以治理%六乱现象&为重

点的创建省级文明城市全系统义务劳动 !

为城市%洗脸梳妆&"

5

月
3;

日
39

时
48

分许!天刚放晴!记

者在七一东路看到! 环卫和园林工人们正

在认真地清扫街面上的果皮纸屑! 马路旁

边的绿化带被修剪得整整齐齐" 市政管理

处人员手拿小工具! 全力清除张贴在电线

杆上的五花八门的各种小广告" 在一处建

筑工地旁! 城管人员正给原本喷满小广告

的施工墙%穿新衣&!一幅新鲜出炉的充满

中国古典文化的公益宣传画向市民传达着

%讲文明#树新风&的理念!提醒创建文明城

市需要大家共同参与! 从日常微不足道的

小事做起"

据悉! 此次活动中!

<58

余名城管干部

职工对七一路#中州大道#八一大道全段道

路进行清扫保洁和综合整治"保洁标准按照

%五无一净&'%五无&即无烟头纸屑#塑料袋(

无瓜果皮核(无砖渣#残土(无垃圾粪便(无

污泥积水" %一净&即路面干净)标准进行清

理(负责打扫绿化带内的瓜壳#果皮#纸屑#

塑料袋#烟蒂#垃圾的收集#清理(重点治理

乱停乱放#乱堆乱占#乱搭乱建#乱摆摊点#

乱吊乱挂#乱涂乱画等%六乱&现象(清理垃

圾死角!将收集#清理的垃圾运送到垃圾收

集站点"

知名网络媒体周口采风结束
##家全国驻豫网络媒体的 $%位新闻工作者参与

!

晚报记者 姬慧洋

本报讯
5

月
68

日!%展三川魅力 !看

周口发展& 全国驻豫网络媒体看周口专项

采风活动圆满结束" 通过两天走访!采风团

对我市风土人情# 自然人文景观有了更真

实的体验!并通过镜头#文字#影像详细记

录了我市的新变化和大发展"

这是我市首次举办的网络媒体看周口

采风活动!

5

月
3:

日至
68

日!

66

家网络媒

体的
=8

位新闻工作者以饱满的热情对我

市
9

个县# 市的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了全方

位采访报道! 并亲身感受了我市的风土人

情#自然人文景观"

5

月
3:

日下午!在%老子故里#道家之

源#道教祖庭#李姓之根&的千年古城鹿邑!

采风团见证了老子文化的博大精深! 体会

了其%无为而无不为&的生活处世之道(在

伏羲故里淮阳! 采风团领略了太昊伏羲陵

的宏伟# 东湖湿地的秀美# 万亩荷塘的风

韵" 人民网河南频道记者时岩说$%以前觉

得周口穷!通过这次活动!发现周口的变化

很大#发展很快" &

在之后的采风活动中! 采风团重点关

注经济发展状况!参观了
9

个县#市的工业

园区#产业集聚区!并深入到公司#厂房中

进行全面了解" 采风团对有着 %中华老字

号&%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之称的项城汝阳

刘毛笔制造工艺#%中国聚酯网之乡&沈丘祥

弘网业等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产业!进行了

实地考察!充分了解其历史渊源#现状以及

未来的发展走向"采风团对各县引进的外来

产业项目产生浓厚的兴趣!详细了解了西华

经济发展新模式!即%三机'鸡)兴县&项目和

%四个坚持#三个突出&的经济策略"

此次全国驻豫网络媒体看周口专项采

风活动!真实直接地向全国展示了周口独特

的文化魅力和经济发展特色!也给周口走向

全国#奔向世界提供了一次良好的机遇"

据悉! 参与此次采风活动的媒体包括

人民网#光明网#新华网#中新网等
39

家中

央驻豫媒体!大河网#映象网#中原网等
9

家省直网站!人民网#大河网等
6

家省驻周

网站"

七一路办事处"

组织清理责任区小广告
!

晚报记者 张志新

本报讯 %各单位临街建筑物要定期清

洗!陈旧楼房应粉刷一新!不得设置#张贴各

种宣传物#小广告" &

5

月
3;

日上午!川汇区

七一路办事处召开由辖区各单位负责人参

加的创建省级文明城市誓师大会!大会上对

各单位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

由于川汇区七一路办事处在省级文明

城市创建中地位重要! 该辖区又面临城市

发展中遗留的众多问题等! 因此会议要求

辖区内各单位# 各临街门店前的责任区应

坚持每天清扫#冲洗#保洁!各类垃圾按照

规定时间#地点倾倒!严禁乱倒垃圾#乱泼

污水#乱扔杂物(门前的墙壁#电线杆#变电

箱# 电信设备箱等张贴的小广告要一律自

行清理干净!尤其要彻底清除 %牛皮癣&(门

前的地面一律由责任单位硬化#亮化!破旧

残缺部分自行修补完善! 保持门前车辆停

放整齐有序" 确保做到门面整洁美观!无乱

搭建#乱张贴#乱涂写#乱刻画#乱吊挂#乱

堆放等行为"

川汇区七一路办事处所属辖区现有十

条主次干道!

643

条小街小巷! 分布有多家

企事业单位!面积约
909

平方公里!人口约
9

万人"

全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周口赛区!开踢"

在市体育中心两个室外场地同时进行#球迷可免费观战

!

晚报记者 陈星羽
!

文 李伟
!

图

本报讯
5

月
68

日
;

时许!

6834

年全国

青少年足球联赛少年甲组'

>39

)北区决赛在

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东侧足球场和西侧足球

场同时拉开战幕"据悉!比赛将一直持续到
5

月
6;

日!感兴趣的市民可免费前往观战"

全国青少年足球联赛是由中国足协主

办的全国最高水平青少年足球赛事! 旨在

发现和培养优秀青少年后备人才" 据了解!

此次在我市开战的少年甲组北区决赛共有

<

轮比赛!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按照

各队在省市联赛所获得名次分为两个小

组!分别进行单循环比赛!以积分多少排列

小组名次(第二阶段!以小组同名次比赛的

方式决出大区名次"

开赛日天公不作美!一早便下起雨来!

但这既没有影响运动员在赛场上的激情!

也没有影响球迷朋友观战的热情"

体育场西侧足球场上! 身着黄色球衣

的山东鲁能泰山队! 凭借队员间的默契和

精湛的球技! 在上半场开赛
9

分钟时就攻

破了对方的防线!赢得%开门红&" 不肯束手

就擒的四川明宇队毫不示弱! 一抓住机会

就强力反击!虽然实力与对手相差甚远!但

最后也抓住机会攻下一城! 最终将比分锁

定在
:

比
3

"

与此同时! 体育馆东侧足球场上则上

演着新疆竞技队和抚顺新野队的精彩对

决" 身材高大的新疆竞技队队员的表现抢

眼!让周口球迷大开眼界"

为保证比赛秩序! 两个足球场都以铁

丝网封闭!但球迷可在场外免费观战"

线索提供 买东虹

比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