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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境 攻 坚 在 行 动

失联老人终于找到了

我市对大气污染“秋冬防”逐月量化考核
时间：2017年10月至2018年3月
本报讯（记者 孟磊）为推进我市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
攻坚工作，根据《河南省2017-2018年秋
冬季大气污染防治逐月量化考核方案》
和《河南省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
染防治攻坚强化方案》 有关要求， 从本
月至明年3月， 我市将对大气污染综合
治理进行逐月量化考核。
本次污染防治量化考核具体内容
有两项： 对环境空气质量的考核， 分别
对可吸入颗粒物（PM10） 月均值、 细颗
粒物（PM2.5）月均值和重污染天气天数

2017-2018

进行量化考核； 对重点工作的考核，分
别是清洁取暖、 燃煤散烧治理、“ 散乱
污”企业整治取缔、工地扬尘污染防治、
重点行业错峰生产、重污染天气管控措
施、企业达标排放和车辆管控。
重点工作考核采取扣分制， 国家、
省29 个督导组和市16 个督导组在考核
月中，未发现重点工作考核指标存在问
题的， 计100 分。 发现问题的， 按标准进
行扣分，扣完为止。
为体现公平公正，河区、平桥区、
南湾湖风景区大气污染防治逐月量化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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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总分为100分，空气质量改善指标和重
点工作指标各占50%的权重； 其他县区
（含
明港镇）大气污染防治逐月量化考核
总分为100分， 重点工作指标占100%的
权重，并于每月5日公布考核结果。
本次考核排名工作分县（ 区） 和管
理区（开发区）进行，明港镇参与管理区
（开
发区）排名和问责。对于当月排在倒
数后两名的县（ 区） 和倒数后两名的管
理区（开发区），且未完成当月环境质量
目标的，由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在当地主
要媒体上做公开检查，分析工作中存在

的不足，公开对相关责任人员的追责情
况， 明确下个月的改善目标； 对于连续
两个月排在倒数后两名的县（ 区） 和后
两名的管理区（开发区），由市环境攻坚
办对其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和相关人员
进行公开约谈；对连续三个月排名倒数
后两名的县（区）和后两名的管理区（开
发区） 主要负责同志进行问责， 问责处
理方式包括组织处理和党纪、 政纪处
分，可合并使用。情节较轻的，可实施诫
勉。 由市监察局负责实施， 市环境攻坚
办负责移交问责建议和相应材料。

环境攻坚办督导组工作人员在
， 省
10 月
10 日
河区谭家河乡检查污水排放情况。
为进一步改善水环境质量， 全面完成水污染
防治重点工作， 确保完成我市2017年全市水污染
防治重点工作目标任务，昨日，省环境攻坚办督导
组在市环境攻坚办相关人员的陪同下， 沿南湾湖
上游周边巡查水体水质， 考核断面水质功能达标
率提升情况。
本报记者 孟磊 摄

本报讯（ 记者 张继疆）“ 卫校有
个67岁的老太太走丢了！”10 月9 日夜
晚10时许，记者突然接到市民叶先生
打来的紧急求助电话。
在信阳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
住院部病房外， 打电话求助的叶先生
告诉记者， 他晚上9 时多回到病房来
陪床， 看到同病房的左大爷情绪激
动、 面色焦急， 原来是其老伴儿走丢
了， 于是赶紧向媒体求助， 希望能够
尽快找到老人。 值班护士长告诉记
者， 下午得知此事后， 医院上下齐动
员， 院内院外和附近的小区都找遍
了，但都没有找到。
在病房内， 左大爷向记者讲述了
事情的经过。 左大爷今年73 岁， 新县
人， 这次专程来市里治病， 上午刚办
的住院手续。 老伴黄女士今年67 岁，
患有小脑萎缩且有些轻微神志不清。
由于子女都不在身边， 不能将老伴单
独留在家里， 所以左大爷就带着她一
起住院了。 中午吃完饭后， 两人就在
病床上休息，大约下午1 时多， 左大爷
迷迷糊糊听到老伴说要上厕所， 也没
太在意， 谁想等到下午2 时多醒来时
发现老伴不见了…… “ 我自己出去找
了一圈，没找到， 就到派出所报了警。
她出门的时候就穿了一件秋衣， 也没
带手机和现金。 现在外面这么冷， 我
真怕出事！”说着说着， 老人又激动了
起来。
记者联系市110 指挥中心， 值班
民警告诉记者， 截至记者打电话时

身边
好人

应俊：爱心助人身先行
本报记者 孙浩然
实习生 李子耀
别看他年纪不大， 可是我
“你
们社区里的资深志愿者了！” 昨日，
在河区车站街道十里社区， 居民
王大姐指着前面正在清理小广告
的90后小伙子对记者说。
在和王大姐的交谈中， 记者
得知， 这名小伙子叫应俊， 是社
区的一名工作人员。 实在， 是大
家对他的一致评价。 无论是否在
社区， 他都努力做好自己分内的
事情， 同时还利用业余时间与辖
区居民沟通交流， 为加强青年志
愿者工作的宣传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
每到双休日， 应俊就会到信阳
火车站或信阳东站， 为来来往往的
旅客指路导向， 协助购票， 帮运行
李，为旅客排忧解难。
在各个站点， 他不是热情帮旅
客使用自助取票机， 就是悉心帮
旅客照看老人儿童， 再不就是协
助工作人员进行安全检查、 站台
指引等。 人群中， 他忙碌的身影成
为一道独特、 亮丽的风景。“ 开始，
我还担心爷爷不会取票呢， 谁知
这么快就取到了。” 一大早送爷爷
来坐车的娟娟笑着告诉记者， “ 我
就回车上拿件衣服的工夫， 志愿

□

杨玉龙
对广场舞、 露天演唱噪
立 声扰针
民等问题， 近日经浙江省
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的《绍兴
法 市
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对此作
出
确的禁止性规定， 并设定
规 了明
相应的罚则。
舞、 露天演唱等户外
范 活动，广场
一方面丰富了群众的业
文化生活， 另一方面带来的
广 余
噪声问题也不容小觑。《绍兴市
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提出，公民
当遵守公共环境文明行为规
场 应
范，开展广场舞、露天演唱等户
外活动， 应当按照规定合理选
舞 择
场地、 时间， 控制音量， 不得
制
造
产生
值 活，并噪明声确干了扰相他应人的正罚常则生，这
就
是
在
为
广
场
舞
立
规
矩
。
得 立法规范广场舞，一方面使
众在娱乐健身活动时心中有
借 民
底；另一方面对饱受广场舞噪声
染的居民而言，也能够实现维
鉴 污
权有据；再者，这也是提高社会
治理法治化水平的必要手段。
实际上， 通过出台相关法规和文件， 从场
地、 时间、 音量等方面为广场舞立规矩， 在一些
地方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这些“ 硬规矩” 就是要
通过树立全民法律边界意识， 推动社会和谐发
展。一方面应加大条例的宣传与普及；另一方面
也应加大罚则的落实力度，从而使条例不仅“中
看”更能够“中用”。
□

国庆、 中秋期间， 信阳大别山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们放弃休息时间，
冒着小雨， 先后到市区张李湾社区和鸡公山管理区李家寨镇清水小学， 看
望孤寡老人和山区的留守儿童。 他们为老人送去了生活用品和节日礼品，
给山区的小朋友带去了各种学习用品和生活补助金。 图为志愿者在与社
区的老人亲切交谈。
本报记者 刘翔 摄

本报记者刘翔 实习生 李子耀
“这
下好了，彩虹桥下的河南岸步
行道终于可以通行了！ 跑步时再也不用
绕到大街上过红绿灯了。”“是啊，这新彩
虹桥不仅美观大方，还方便出行，我上班
也不用绕远路了。”10月10日， 记者在天
伦广场附近的河边散步时， 听到几位市
民对新彩虹桥交口称赞。
政府发布公告
， 市
2016 年
8月
12 日
称， 经专业桥梁技术部门检测认定，
彩虹桥为四类桥， 需采取交通限
G107 线
行措施进行维修改造，限行一年。经过一
年的紧张施工， 一座新桥如彩虹横跨
河，不仅成为信阳一道亮丽的风景，更成
了方便群众的“民心桥”。
彩虹桥新颜焕发只是我市保障民
生、 提升市民幸福感的一个缩影。2017
年，我市从发展实际和群众需要出发，谋
划了包括教育资源布局、城市管理、公共
交通、医疗保障等方面的十件民生实事。
月过去了，记者在市中心城区街
9个

□

头巷尾调查发现， 随着这十件民生实事
进展的加快， 万千群众正享受着发展带
来的幸福生活。
随后， 记者来到河公园。“你看看
现在多好，需要上厕所的时候，抬脚就到
了， 下雨下雪也不怕了。” 在公园散步的
李大爷笑着告诉记者，“以前到街上散步
的时候，上个厕所要找半天，经常只好憋
回家再‘方便’。现在城区公厕随处可见，
真方便啊！”
为了这场“ 厕所革命”， 信阳总投资
元， 新建公厕、 垃圾中转站30 座，
5030 万
升级改造公厕、垃圾中转站30座，城区卫
生和居住环境大大改观。
据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介绍， 
河区和南湾湖风景区年初计划整治的86
条背街小巷已全部整治完毕， 平桥区计
划整治的43条背街小巷也只剩一条即将
完工。
去真是太乱了，好多流动摊点几
“过
乎摆到快车道了，脏乱差不说，还影响交
通，安全隐患多。”市民张先生对记者说，

“看
看现在多好，市场整洁、有序，道路也
通畅多了。”
推动市中心城区农贸市场建设， 是
另一项事关民生的大事。从今年4月14日
开始，全市已完成9个农贸市场的新建和
升级改造。
没事到河两岸走走逛逛， 是很多
信阳人休闲的首选。 然而一度肆意排放
的城市工业污水和市民生活污水， 曾使
河失色， 游人止步。 保护母亲河、 净化
母亲河的行动一直在推进。今年，我市再
次投资3000万元， 对河中心城区段排
污口实施截污，12 个截污口已经开挖9
个， 全部建成后生活污水从此不再直排
河，河水清澈见底指日可待。
医疗和教育，事关每个家庭。让城乡
居民享受一样的医保， 如今在信阳已成
为现实。从今年开始，全市城乡居民医保
最高支付限额全部统一提高至55 万元。
而为了改善市中心城区办学条件， 缓解
大班额和入学难等问题， 市中心城区今
年新建幼儿园2所，改扩建学校4所，开工

建设九年一贯制学校1所， 匡算投资1亿
多元， 总建设规模10.9 万平方米， 新增学
位6100个。
今啊，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获得
“如
感，在信阳生活越来越舒心、越来越幸福
了。” 散步结束， 李大爷乐呵呵地和我们
挥手告别，“我呀，要先走一步了，小区今
天通燃气了，公司上门服务，我得抓紧办
手续去喽！”
与李大爷有着同样感受的市民不计
其数。“环境更好了，出行更便利了，我们
的生活更有滋有味了。咱信阳啊，真不愧
是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之一。”感受着民
生实事给生活带来的变化， 大家由衷地
赞叹。
如今的信阳，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不
仅是一幅有山有水的绿色生态画卷， 还
有日新月异的城市风貌—
洁的街
—— 整
道， 美丽的公园， 清澈的河流， 遵守交通
法规的多了， 游玩健身的多了， 休闲垂
钓的多了…… 而市民的笑脸， 也越来越
多了。

者就帮爷爷把票取出来了， 真是
太感谢了！”
平时， 经常有人问应俊： 老老
实实待在办公室多好， 为啥非要出
去做好事？他总是笑着回答：“ 志愿
精神的真谛就是用爱心去帮助需
要帮助的人。 作为一名志愿者， 这
是我应该做的。”
人们常说“ 助人者自助”。 参
与志愿服务以来， 应俊深刻感受
到了这句话的含义。 在接触志愿
服务之前， 他一直以为当志愿者
就一定要做大事， 后来他发现， 所
谓的“ 大事情” 就是把身边的小事
情做好。 平凡而不平庸， 应俊和其
他的志愿者一样， 有梦想、 有快
乐、 有追求。
笑是志愿者最好的名片，
“微
也是别人对志愿者工作的肯定。
在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时候， 看
到大家脸上幸福的笑容， 自己心
里也会由衷的感动， 作为一名志
愿者， 我感到无比的自豪。” 应俊
笑着告诉记者，“ 参加了这么长时
间的志愿工作， 我感觉到志愿者
并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称号， 而
是一种荣誉、 一种社会责任， 我将
铭记‘ 奉献、 友爱、 互助、 进步’ 的
志愿者精神， 帮助更多有困难的
人， 服务更多有需要的人， 创造更
多的志愿价值。”

闵艳：全心全意为居民
本报记者 孙浩然
实习生 李子耀
她坚持以人为本， 帮助社区宣
传党的方针政策， 倡导文明， 凝聚
人心； 她以满腔的热情， 踏实的作
风，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她， 就是
新马路社区工作者闵艳。
乐于助人、 热爱工作、 无私奉
献是河区车站街道新马路社区
居民对闵艳的一致评价。
很多次要交医保费用时，
“有
我都忘了， 闵艳每次都会耐心地打
电话提醒我。 对一些需要办事而又
行动不便的居民， 她还会到家中一
一通知。” 居民刘大爷对记者说，
仅如此， 哪儿有卫生不好的地
“不
方， 她都及时去清理， 哪儿有居民
私拉电线给电动车充电， 她就及时
劝阻，并向其讲解相关消防安全事
宜。”
要心中装着居民， 把居民
“只
的事当自己的事办， 居民就会信赖
我们。” 这是闵艳时常挂在嘴边的
一句话。 她告诉记者， 社区工作是
服务群众的良心活， 不仅要有工作
热情和奉献精神， 更要肩负着一种

□

民生实事，托起群众幸福梦

夜11时）， 仍有两组巡警在附近搜
（深
寻老人。 民权派出所内， 医护人员和
派出所办案民警一起， 正在调取当时
沿途的监控视频。
同事说她下午3 时17 分时， 出
“有
现在九中东校区附近的中国银行！”
刚到民权派出所， 记者就听到看监控
的同志接到了一个好消息！
尽管已是深夜， 大家都为之一
振： 只要找到踪迹， 就可以沿路一直
找下去！
人上身穿灰蓝色秋衣， 下身
“老
穿深色裤子……”
从工区路拐到了
， 她
“15 时
20 分
医院门诊部大楼入口！”
从门诊部出来， 向
，她
“15 时
24 分
市文化中心方向走去！”
就在大家满怀信心， 一秒一秒地
看监控时，老人的身影又一次在监控
中消失了，无数双眼睛又开始目不转
睛地寻找，彻夜未眠！
主干道上的摄像头、 沿途商家店
铺的摄像头， 只要是老人经过的地
方，民警和医生挨个走访、 调取， 一点
一点缩小搜查范围， 一步一步寻找老
人的踪迹…… 终于，10 月10 日下午1
时，在空军一航院附近，找到老人了！
由于老人神志不清， 语言表达
能力不足， 记者无法知道她在过去
的20 多个小时里发生了什么， 但有
一点可以肯定， 信阳市中心城区“ 雪
亮工程” 无疑为群众织就了一张幸
福平安网。

情感和责任。 克服浮躁心理， 磨炼
严谨作风， 对工作抱有强烈的认同
感和归属感， 实实在在为群众办
事，是我们社区工作者最应该学会
的，也是社区工作带给我们最大的
财富。
为进一步增强关爱老人意识，
大力弘扬人道主义精神和中华民
族扶贫济困传统美德， 倡导“ 平
等、 参与、 共享” 的现代文明社会
价值观， 形成理解、 尊重、 关心、
帮助残疾人的良好社会风尚， 闵
艳经常组织志愿者， 到社区内老
人家中走访， 询问老人近期身体
状况、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 让
居民切实感受到社会的关爱和温
暖。
不仅如此， 闵艳坚持在社区宣
传党的各项政策， 反对邪教， 倡导
文明，凝聚人心。 她以满腔的热情、
踏实的作风， 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
值。一个平凡的人， 一件平凡的事，
一份平凡的感情， 在默默付出的点
点滴滴中成就了许多的不平凡。 这
些点点滴滴的感动， 汇聚成一个个
文明、和谐、温馨的音符， 构建了一
个温馨和谐的社区大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