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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焦作市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为良，环境空气质量指数 （AQI） 52，全省
排第1名。

区域

解放区

山阳区

示范区

马村区

中站区

环境空气
质量指数
（A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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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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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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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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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g/m3）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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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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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6

23

各县(市)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区域

博爱县

孟州市

沁阳市

温 县

武陟县

修武县

环境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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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招聘动态

热线提醒

健康提醒

翻开今天的 《焦作日报》，您最喜欢哪篇报道？
您最看好哪幅图片？您最欣赏哪块版面？动动手指，
轻敲键盘，作出您的选择，讲出您的理由。

参与方式：焦作日报官方微博推出《焦作日报天
天读》栏目，发布当天《焦作日报》版面，评报只需
下载《焦作日报》手机客户端，阅读当天的《焦作日
报》，在此微博后跟帖评论，作出自己的选择并说明
理由，就有机会登上第二天的《焦作日报》（评报时
间为9时至17时）。每天产生评报“三甲”（本报采编
人员除外），每人获赠5元稿费，后期将有更多实物奖
励。评选结果将通过次日出版的《焦作日报》和@焦
作日报发布。

@风开季节：1版《我市秋季秸秆禁烧实现“零
火点”》，焚烧秸秆对环境影响极大，禁烧是最好的
治理办法。通过实际行动，我市在秋季实现“零火
点”，为大气污染防治起到关键作用。

@平常一个人015：8版《真情扶贫赢民心》，孟
州市槐树乡古周城村驻村第一书记常伟，把村民放在
心上，处处为村民着想，通过实施各项帮扶措施，使
古周城村42户贫困户148人脱贫，成为2016年孟州市
唯一一个整村脱贫村。为他的辛勤付出点赞！

@小帅哥Peterwang：5 版 《我市有序推进河
长制工作》，推行河长制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之策。我市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强化督导，明确各
级河长工作责任，以多项制度保障河长制工作落到实
处，确保河湖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昨日作品“三甲”：1版《我市秋季秸秆禁烧实现
“零火点”》有评论93条、点赞924个；8版《真情扶
贫赢民心》有评论90条、点赞901个；5版《我市有
序推进河长制工作》有评论85条、点赞847个。

本报讯 （记者李文静） 当
前，我市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工作
已经进入最后决战决胜的关键阶
段。按照全省大气污染防治攻坚
冲刺30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和我市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冲刺30
天动员大会要求，12 月 4 日，市
委联合督导组采取暗访夜查的形
式，对博爱、沁阳、中站、解放
四个县 （市） 区的煤场和企业进
行督导。

当天下午，督导组先后对博
爱县的两家煤场、一家琉璃制品
厂和沁阳市的一家煤场、一家碳
素企业进行了暗访督导。

据悉，按照煤场扬尘污染防
治的要求，县级以上城市建成区
内的煤炭堆煤场、煤炭集运站应
当采取筒仓、条形 （矩形） 煤
场、半球形煤场和圆形煤场形式
堆存煤炭，其他区域应优先采用
密闭措施，并采取有效覆盖、喷
淋洒水等措施防治扬尘污染；禁
止露天无遮挡、无喷淋等易产生
煤炭污染的方式堆存煤炭。

在博爱农场东区第一煤场，

督导组现场查看时发现，该煤场
按照相关要求已经全部停产，但
扬尘污染防治工作严重不到位，
占地29亩的煤场，没有采取任何
密闭措施，有大量的煤堆裸露未
进行覆盖，而且地面煤灰浮尘较
厚，水坑到处可见。该煤场还存
在无遮挡、无喷淋等现象。督导
组现场要求该煤场及时整改到
位，严格落实扬尘污染防治措施。

在博爱农场西区第二煤场，
督导组现场督查时发现，该煤场
不仅和东区第一煤场存在同样的
扬尘污染防治不到位情况，还存
在停产不到位情况，车辆进出的
痕迹明显可见。该煤场一间办公
室存放的写着“博爱农场能源园
区过磅单 （出货） ”字样的票据
本上，显示的最新时间是 12 月 1
日；另外一本写着“博爱农场能
源园区过磅单（进货）（西区二号
磅） ”字样的票据本上，显示的
最新时间是11月29日。督导组指
出，该煤场不仅存在扬尘污染防
治措施落实不到位问题，还存在
重污染天气停产不到位问题。

和博爱县两家煤场形成鲜明
对比的是沁阳市的山王庄煤场。
据了解，山王庄煤场按照相关要
求目前已经全面停产，而且有环
保驻厂监管人员长期进行督导。
督导组现场看到，该煤场堆放的
煤炭全部进行了密闭，场区内采
取有效覆盖、喷淋洒水等措施，
地面没有煤灰浮尘。督导组对该
煤场的扬尘污染防治工作给予肯
定。

除了煤场，督导组还对博爱
县和沁阳市的几家企业进行了现
场督导，对限产、限排和扬尘污
染防控工作落实到位的企业予以
肯定表扬，对落实不到位的企业
要求立即整改。

在博爱县神伟琉璃制品厂，
督导组现场督查时了解到，该厂
不仅按照相关要求安装了排烟除
琉除尘系统，而且从今年10月份
开始就已经全部停产。督导组对
该厂整洁的厂区环境和防尘抑尘
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在博爱县的河南恒裕碳素
厂，督导组现场查看时发现，该

厂虽然已经全面停产，但存在厂
房玻璃密封不到位、车间环境卫
生差等问题。督导组现场要求该
厂立即进行整改。

在沁阳市碳素有限公司，督
导组现场查看时发现，驻厂监管
人员不仅对错峰生产期间限产、
限排规定不了解，而且对该厂环
保措施落实情况也不清楚。督导
组指出，该厂因为前期没有严格
落实秋冬错峰生产期间的要求，
造成目前排气量较大。督导组要
求该厂认真落实好错峰生产期间
的相关规定，并要求沁阳市相关
部门加强监管。

对博爱县、沁阳市相关煤场
和企业督导后，市委联合督导组
对市政府环境攻坚督导组的工作
进行了督导。12 月 4 日夜间，针
对企业停产和驻厂监管人员在岗
情况，市委联合督导组对中站区

和解放区的三家企业进行了夜查
督导。

在中站区的焦作咏春塑胶有
限公司，督导组夜查时发现，该
公司整个厂区只有一位姓牛的值
班人员，该公司的两名驻厂监管
人员均未在岗。

随后，督导组对中站区的焦作
市弘瑞橡胶有限责任公司和解放
区的河南金博电缆有限公司进行
夜查，发现两家企业的停产措施和
驻厂监管人员在岗督导制度均落
实到位，并对此给予充分肯定。

市委联合督导组指出，12月
份是我市完成今年秋冬季大气污
染综合治理任务的关键之月，下
一步将加大督导力度。同时，希
望各级各部门持续保持高压态
势，紧盯攻坚目标，保持攻坚韧
劲，全力以赴冲刺30天，确保全
市大气污染防治形势持续向好。

市委联合督导组到四县（市）区对煤场和企业进行暗访夜查时要求

紧盯攻坚目标 全力冲刺30天

本报讯（记者詹长松） 昨日上午，
我市召开 2017 年城市供水、供气、供
暖、电信领域价格重点检查动员部署
会，决定对全市所有城市供水、供气、
供暖、电信企业2016年1月1日以来的
价格行为进行检查，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年4月20日进行集中检查。

据悉，对供水企业价格及收费行为
的检查中，重点检查企业是否存在高于
政府定价销售自来水，不执行分类水
价、混淆用水对象性质、变相多收水费
的行为；擅自制定项目和标准并收费，
强制或变相强制服务并收费的行为；分
解收费项目重复收费和扩大收费范围收
费以及在供水安装或改造工程中乱收费
的行为；继续或变相收取国家或地方明
令取消的收费项目的行为；在代收规定

的费用之外，搭车加收其他费用的行为
等。

对供气企业价格及收费行为的检查
中，重点检查企业是否有不执行政府定
价或政府指导价销售天然气的行为；自
立项目、自定标准收取费用的行为；利
用市场优势地位强制或变相强制服务并
收费的行为；燃气管道安装工程中乱收
费的行为；继续或变相收取国家或地方
明令取消的收费项目的行为。

对供暖企业价格及收费行为的检查
中，重点检查企业是否有不按规定标
准收取供暖费的行为；推迟供暖或提
前结束供暖而收取全额供暖费的行
为；只收费不服务或多收费少服务以
及扩大范围收取供暖费的行为；对报
停供热房屋不按规定标准收取供暖费

或不执行优惠政策的行为；强制提前
收取供暖费的行为或强制收取供暖增
容费的行为。

对电信企业价格及收费行为的检
查中，重点检查企业是否有未明码标
价，不按照规定的内容和方式明码标
价，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或收取
未标明的费用等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的
行为等。

此次检查，市县两级价检机构将采
取“双随机”办法组成若干个检查组，
对城市供水、供气、供暖、电信企业进
行重点检查。对消费者反映强烈的问题
开展重点检查，切实规范经营者价格行
为，维护消费者合法价格权益。对消费
者投诉举报的价格违法行为，做到有案
必查，有查必果。

我市开展供水供气供暖等领域价格检查

记者昨日从市人才交流
中心了解到，该中心将于明
日上午举办2017年全国人力
资源市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
务周焦作市人才招聘大会，
高校毕业生均可免费参加。

据了解，此次招聘会将
有80余家单位参加，提供就
业岗位 1000 多个，涉及教
育、能源、环保、机械、保

险等多个行业。想找工作的
各类求职者别忘了去看看。

另外，市人才交流中心
还为各类求职者提供免费求
职登记、免费推荐工作等服
务。求职者可登录天纵英才
网 （www.tzycw.com.cn） 或
通过微信关注“焦作人才”
（微信号：JZRC0391） 了解
更多招聘信息。 许明霞

明日有场招聘会
提供岗位1000多个

据新华社天津12月6日
电（记者张建新）国家计算
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近期通
过对互联网监测发现，8 款
违法有害移动应用存在于移
动应用发布平台，其主要危
害涉及隐私窃取和流氓行为
两类。

这些违法有害移动应用
具体如下：

1. 《欢聊》（版本 V2.0.1
＿0edd508）、《仿Iphone来电
闪光》（版本 V2.1.3），这 2
款移动应用均存在危险行为
代码，警惕该软件私自下载
安装软件，窃取用户隐私信
息，造成用户隐私泄露资费
消耗。

2. 《字体大师》（版本

V5.1.19）、《一键清理》（版
本 V1.8）、《威 动 播 放 器》
（版本 V1.3.0）、《网速测试》
（版本V5.10.02）、《惊人照片
拼图》（版本V1.13）、《超亮
LED 手电筒》（版本 V1.6） ,
这 6 款移动应用均存在捆绑
了恶意广告插件，该插件在
后台无提示私自下载推广软
件，造成流量损失。

针对上述情况，国家计
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提醒
广大手机用户,首先不要下载
这些违法有害移动应用，避
免手机操作系统受到不必要
的安全威胁；其次，建议打
开手机中防病毒软件的“实
时监控”功能，第一时间监
控未知病毒的入侵活动。

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
监测发现8款违法移动应用

问题提出：李女士
问题陈述：我打算贷款买房子，想提前查

一下个人信用报告，请问，查询个人信用报告
收费吗？

行动记者：李 秋
行动结果：针对李女士提出的问题，记

者近日采访了人行焦作市中心支行相关负责
人。据介绍，按照 《征信业管理条例》 和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
心服务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批复》（发改价
格[2016]54 号） 规定，自 2016 年 1 月 15 日
起，个人到柜台查询自身信用报告，每年第
三次起开始收费，费用为每次 10 元；通过
互联网查询及每年前两次到柜台查询继续实
行免费。

查询个人信用报告收费吗

本报讯 据《河南日报》报
道，12月4日，省发改委印发《关于
精简下放一批审批事项的通知》，
再次精简下放25项审批事项。

据介绍，此次取消审批事项
8项，包括对于利用外国政府贷
款、金融组织贷款项目、单纯购
置 性 政 府 投 资 项 目 、 总 投 资
1000 万元以下的政府投资项目
不再审批初步设计，取消人才交
流服务费、排污权交易服务费政
府定价，实行市场调节价等；下

放省辖市、省直管县 （市）、县
（市）区发改部门事项17项，将
非跨省辖市、省直管县（市）内
河航道及航电枢纽项目，非跨省
辖市、省直管县 （市） 的公路、
水运交通信息化项目等下放到省
辖市、省直管县（市）发改部门
审批。此外，精简申报材料 11
项，政府投资项目审批、企业投
资项目核准事项取消“企业营业
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申请
人对所有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

函”2类申请材料，政府投资项
目审批事项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
由省发改委出具的“节能审查意
见”等。

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把投资项目审批改革作为深入
推进“放管服”改革的关键举
措，坚决砍掉无谓的证明，促使
审批事项进一步减少，审批所需
申请材料进一步精简，努力实现

“法无授权不可为”“清单之外无
权力”的目标。

河南再次精简下放25项审批事项

12 月 6
日，解放区
民主街道焦
作街社区的
志愿者在为
困难群众发
放棉被。进
入 12 月份，
天气越来越
冷，解放区
启动了“温
暖隆冬行”
活动，组织
志愿者为辖
区 100 多名
困难群众发
放棉衣、棉
被。
李良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