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废纸生产黄表纸污染小村环境

淮阳县依法取缔一小造纸厂

!

晚报记者 徐松

本报讯 !我们村附近有个造纸厂"

生产的是黄表纸" 排放的废水严重污

染周边环境# $

!

月
!"

日"周口市环保

局和淮阳县环保局环境监察大队根据

群众举报" 依法将刘振屯乡李菜园村

一处违法造纸厂取缔#

!

月
!#

日"市环保局举报热线接到

淮阳县刘振屯乡李菜园村群众反映"称

该村一处造纸厂大量收购附近垃圾收

购点收来的废纸" 在厂里打成纸浆%冲

洗"最终制成黄表纸# 在造纸过程中"冲

洗废纸% 制造黄表纸需要使用大量的

水"而这些水洗涤纸浆后"变成了浓黄

的废水"严重污染周边环境"甚至影响

周边农作物生长#

接到举报后 " 市环保局立即要求

市环境监察部门和淮阳县环保局环境

监察大队现场调查# 经查"该造纸厂位

于李菜园村外
!##

多米处 "业主苏某 &

该厂确实以废纸为原料生产黄表纸 "

废水经过循环利用后外排 " 造成周边

环境污染#

对此"市%县环保部门立即责成造

纸厂业主苏某停止生产" 限
$

日内自行

拆除设备"清除原料&向刘振屯乡政府

下达!关于依法取缔苏某小造纸厂的执

法建议函$" 向淮阳县电业局送达了断

电建议函#

!

月
!"

日"市%县环保部门再次前

往检查发现"淮阳县电业局已对该厂彻

底断电& 苏某自行拆除了全部造纸设

备"造纸原料已全部清除#

线索提供 罗景山

沈丘爱心人士组建民间户外救援队

曾参加汶川!玉树地震救援 目前已发展队员
!"

名

!

晚报记者 马治卫 文
!

图

本报讯 沈丘人李柯霖从部队转业后"喜

欢上了户外运动#

!#%#

年"他在郑州组建起了

一支民间救援队伍" 帮助那些在户外受困的

人#

!

月
!"

日"接受记者采访时"李柯霖说'

!如今" 救援队中的志愿者人数发展到了
&"

人#我们多次参加各种救援"包括汶川%玉树地

震救援# $

今年
$"

岁的李柯霖" 老家在沈丘县李老

庄乡小彭庄#

%''"

年"李柯霖从驻洛某部转业

后"被分配到焦作经警大队工作# 李柯霖在工

作之余热心公益事业" 多次参加户外救援#

!#%#

年"他来到郑州"组建了一支名为!风马

旗$的户外救援队#

!风马旗$ 是我国青藏高原上一道独特的

风景线"也是高原人民用来祈祷纳福的一种重

要方式"旗子上写满祈福的经文"风起时旗随

风舞动" 风就像马一样带着经文走遍大地"福

泽四海# 基于此吉祥之意"李柯霖希望!风马

旗$这个名字带给人们福气和好运#

救援队成立后"李柯霖带领队员先后参加

了汶川%玉树地震救援"赢得了各界的好评#今

年
%

月
%(

日" 他带领的救援队被正式批准为

金水区红十字会风马旗应急救援队#

如今"!风马旗$救援队在组织队员做户外

旅行%野营策划%登山运动等活动的同时"致力

于传播社会正能量"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努力

筹集各方爱心基金及物资" 以实现对残疾人%

孤寡老人%孤儿%特困家庭等需要援助的群体

和个人进行帮助#

!我们有严格完善的管理机制" 使爱心基

金和物资捐赠使用公开透明化"让每一分钱每

一点物资都用在所需之处# 同时"积极搭建平

台" 努力让出资方对援助群体进行直接式帮

扶"在参与公益活动中体会(送人玫瑰手留余

香)的快乐# $李柯霖说"他会为传播正能量一

直努力# 线索提供 连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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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华县成立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

!

晚报记者 张志新

本报讯 近日" 西华县药品不良反应监测

中心宣告成立# 据悉"这是全省首家独立设置

的县级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机构#

西华县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成立后"主

要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药品不良反应%医疗器械

不良事件% 药物滥用监测和报告资料的收集%

核实%评价%反馈和上报等项工作#该中心的成

立"标志着周口市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工作迈上

了一个新的台阶"将有效加强基层药品不良反

应监测工作" 促进监测网络向基层和农村延

伸" 为公众用药安全提供更加科学有效的保

障#

!"#$%&'()*+,%-+./0-

当地政府加强对会期秩序的管理

!

晚报记者 杜欣

本报讯 !二月二"龙抬头$"又到一年一

度的淮阳传统古庙会会期#

!

月
!"

日"记者

从淮阳县委宣传部了解到"农历二月初二上

午在太昊陵统天殿前举行的祭祀伏羲大典

将一改往年传统"官方淡出祭祀典礼"祭祀

仪式由民间组织#

据淮阳太昊陵管理处负责人介绍"今年

庙会祭祀伏羲典礼本着安全%节俭%文明有

序的原则" 定于农历二月初二
"

时
$#

分举

行"当地政府部门不组织%不出资"领导不出

席# 典礼仪式由企业%商业%民间团体等自行

组织# 为方便当天游客"典礼时间不仅提前

了"整个议程也不长#

!虽说官方由过去的主导变成了现在的

服务" 但对会期秩序的管理力度还是加大

的# $淮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广起说"今年

庙会仍成立有领导组"负责会期管理%监督%

协调工作# 并将使其逐步实现法制化%规范

化"争取把活动做得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

一年影响大" 一年比一年群众的参与度高"

不断扩大对外影响%提高淮阳知名度"促进

淮阳文化旅游业快速%健康发展#

李柯霖!中"和他的户外救援队员

退役士兵上大学
最高每学年可获!"""元资助
!

晚报记者 王晨

本报讯
!

月
!"

日记者从周口职业

技术学院了解到"退役满一年的退役士

兵报考高职自主招生学校"最高每学年

可获得
(###

元国家教育资助#

周口职业技术学院招办相关负责

人介绍"作为我市唯一一所公办高职院

校"该校经省教育厅批准开展单独招生

试点" 通过单招录取的考生享受国家

普通高考统招生同等待遇# 根据国家

有关部门的文件精神" 对退役一年以

上% 考入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的自主

就业退役士兵"根据本人申请"由政府

给予教育资助# 资助标准为'学费资助

标准" 按省级人民政府制定的学费标

准" 原则上退役士兵学生应交多少学

费中央财政就资助多少 " 最高每学年

可资助
(###

元"高于
(###

元部分自行

负担# 生活费及其他奖助学金资助标

准" 按国家现行高校学生资助政策的

有关规定执行#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 " 在专业设置

上" 学校为退役士兵开设了多项专业"

在师资配备%教学管理%学员管理%生活

服务等各方面坚持高质量% 高标准"将

使更多士兵在退出现役后能够接受系

统的高等教育" 提高知识和技能水平"

由军事专业人员转变为经济建设人员"

提高退役士兵的就业能力#

!!!!!!"!

月
!;

日是陈凤真的
"(

岁生日!你

的家人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

月
!

日是刘木子的
;

岁生日! 你的

爸爸妈妈祝你生日快乐!学习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