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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要闻

（一）县（市）排名情况：
修武县、孟州市、武陟县、沁阳市、博爱县、温县
（二）各区排名情况：
解放区、山阳区、马村区、中站区、示范区

全市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
“回头看”排名情况

本报讯（记者赵改玲）昨
日下午，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宫松奇带领市生态环境局、市
工信局和市“四城联创”指挥
部相关负责人到中站区调研环
保及“四城联创”工作。

宫松奇一行先后到多氟多
（焦作）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奋安铝业有限公司，实地
察看企业的环保设备、设施，
详细了解中站区企业环保工作
开展情况，并就进一步做好环
保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宫松奇指出，中站区是我
市工业集聚区，在环保上要认
清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
系、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

系、治标与治本的关系。要大
力发展绿色工厂，用环境保护
倒逼企业转型升级，催生有希
望、有生命力的企业。宫松奇
说，希望中站区以自我牺牲、
勇于担当的精神，为建设美丽
焦作贡献中站力量。

随后，宫松奇一行到中站
区龙洞街道武钢社区的老旧楼
院、中站区人民法院等调研

“四城联创”工作。
宫松奇对下一步的整改工

作提出要求：老旧楼院的整治
和提升，首先把安全放在第一
位，其次是干净和美丽，要让
居住在这里的广大群众共享创
建成果。

市领导到中站区调研
环保及“四城联创”工作

本报讯（记者张蕊）昨日
下午，我市召开黄 （沁） 河

“清四乱”工作推进会，对全市
黄（沁）河“清四乱”工作进行
再部署，副市长武磊出席会议。

武磊指出，当前，加强黄
河生态治理是一项刻不容缓的
紧迫任务，各级各部门务必要
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切实
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统一到
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
府的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
强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强
化超前意识、责任意识，以果
敢的政治担当，全面履职尽

责，认真进行整治。
武磊要求，要进一步强化

“清四乱”各项工作举措，明确
目标、攻坚克难、密切配合、
相互支持，加快工作进度，做
到任务明确到位、排查整治到
位、难点治理到位、氛围营造
到位、巩固提升到位，使我们
的母亲河真正成为“河畅、水
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美丽之
河。要夯实各级责任，层层传导
压力，力争在短时间内整改、
销号到位，圆满完成“清四
乱”各项目标任务，为保护母
亲河、建设美丽焦作贡献力量。

我市召开黄（沁）河
“清四乱”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记者姚广强）昨
日，我市召开大气污染防治攻
坚7月上旬通报约谈会，通报7
月上旬大气污染防治攻坚相关
情况。副市长孙起鹏出席，对
在6月份水污染、7月上旬大气
污染综合指数排名靠后的相关
单位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

会上，市生态环境局相关
负责人就我市 6 月水污染防治
在全省排名靠后作检查；博爱
县就 6 月水污染综合指数在全
省、全市排名靠后作检查；就
7 月上旬大气污染综合指数在
全市排名靠后，解放区、修武
县相关负责人分别作检查，温
县、示范区相关负责人提交了

书面检查。
孙起鹏指出，要提高政治

站位，真正把改善环境质量作
为政治任务和民心工程。我市
污染防治任务艰巨，死角、盲
点仍然存在，技术标准落实不
到位；要统筹兼顾，污染源要挨
个查、控、治，找准问题，精准
施治；基础性工作要扎实，要
做好相关指标的动态监测、分
析；要精准调度，精准管控，
解决组织不科学、调度不及时
等问题。他强调，必须解决污
染排放量居高不下、源头治理
不到位的问题，环境执法要从
严，迅速扭转被动局面，全力
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我市召开大气污染
防治攻坚通报约谈会

本报讯（记者杜玲） 11日
上午，省、市先后召开部署推
进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电视电话
会议。副市长薛志杰在焦作分
会场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实施职业技能
提升行动，是党中央、国务院
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抓
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是保持
就业稳定、缓解结构性就业矛
盾的关键举措，是加快产业转
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
撑。

就贯彻全省电视电话会议
精神，薛志杰要求，各级各有
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切实将这项利国利民、惠
企惠民的实事抓好、抓实。推
进措施一定要实。要形成市级
统筹、部门参与、市县联动的
工作格局，快速高效推进；各

有关部门要发挥职责优势，形
成强大合力；要提高培训管理
服务水平，对补贴性职业技能
培训实施目录清单管理，公布
培训项目目录和培训机构目
录 ， 方 便 劳 动 者 按 需 选 择 ；
多渠道、多形式宣传贯彻落
实 《河南省职业培训条例》，
加快实现职业培训由政府主
导推进向全面依法推进的根
本性转变。技能培训一定要
准 。 实 施 全 民 技 能 振 兴 工
程，要面向企业职工、就业
重点群体、建档立卡贫困劳
动力等城乡各类劳动力，以
需求为导向，以提升技能为
核心，创新培训模式，不断
提高劳动者的职业技能、职业
素质和就业创业能力，为焦作
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能
人才支撑。

省市召开电视电话会议
部署推进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本报讯（记者郭嘉莉）昨
日，民革河南省委示范支部创
建、党员之家建设建设推进会
在我市召开，省政协副主席、
民革河南省委主委李英杰出席
会议并讲话，民革河南省委副
主委吕心阳传达民革中央示范
支部创建、党员之家建设中期
推进会精神，副市长、民革焦
作市委主委薛志杰致欢迎辞。

会上，6 位参会代表围绕
民革示范支部创建、党员之家
建设工作进行交流发言。

李英杰在讲话中就近年来
民革示范支部创建、党员之家
建设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

回顾，对下一阶段进一步做好
这两项工作提出了意见。

李英杰强调，今年是民革
示范支部创建和党员之家建设
的关键之年、深化之年，全省
民革各级组织要按照思想政治
建设年的部署和要求，巩固良
好势头，大胆探索、积极作
为、乘势而上，进一步推动这
两项工作取得新成效、积累新
经验、实现新突破，为把民革
建设成为思想政治坚定、组织
基础扎实、领导班子有力、制
度建设完备的高水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民革河南省委示范支部创建、党员之家
建设现场推进会在我市召开

本报讯（记者张鹏） 7 月 10
日，市委市政府“五位一体”督
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市农业农
村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
生态环境局等部门的工作人员组
成 3 个暗访组，对各县 （市） 区
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月活动结
束后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第二次
暗访。暗访组主要查看了17个乡
镇 （街道）、36 个村，并对农村
人居环境集中整治月暗访检查反
馈问题整改情况，随机抽查了11
条问题。本次暗访共检查56条主
次道路和18条河流沿线。

暗访组在暗访时发现，各县
（市）区明争暗赛、争创一流，紧
盯难点、狠抓短板，持续从机制
建设上下功夫，全市农村人居环
境持续改善，整体效果保持较
好。如孟州市化工镇横山村统一
规划建设，院落分布有序，配套
设施齐全，实现了净化、绿化、
硬化、亮化、美化；修武县郇封
镇后雁门村文化氛围浓厚，村容
村貌整体情况较好；解放区健康

产业园区后庄村村内环境整洁，
农户门前物品摆放整齐有序。

本次暗访组发现的问题主要
有六个方面。环境整治存在死
角。县与县、乡与乡交界的偏远
地方仍存在环境整治不到位现
象。如温县北冷乡北卫线X032县
道华云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南，有
一大堆垃圾；沁阳市西向镇魏村
村西口和村北口均有垃圾堆放；
中站区许衡街道李封一村与李封
二村交界处西河桥下黑臭水体，
气味难闻，生活垃圾堆放较多。

农村污水治理亟待提高。如
示范区宁郭镇姜毛庄村村内无排
水设施，村内各街道污水横流，
气味难闻；示范区宁郭镇南睢村
村内污水横流，村内居民区有一
养殖场污水乱排，气味较大。山
阳区中星街道李贵作村村口一养
殖场气味难闻，村内主无排水
沟，部分农户生活污水直排街
道，村民意见较大。

改厕工作进展不平衡。目
前，我市绝大部分县 （市） 区任

务已完成过半，其中沁阳市、孟
州市、修武县工作进展较快。但
是，马村区、博爱县改厕工作进
展缓慢，任务完成率只有个位
数，严重影响了全市改厕工作的
整体进展。

个别地方保洁责任落实不到
位。如温县S237省道道路沿线两
侧垃圾较多，和相邻的博爱县有
明显差距；马村区安阳城街道罗
庄村保洁不及时，道路两侧零星
垃圾较多。

示范村创建标准不高。部分
示范村标准较低，村容村貌变化
不大，村内部分空心院落没有进
行整治。如博爱县许良镇南道村
村内杂物乱放，未开展农村户厕
改造工作；武陟县大虹桥乡安张
村新村干净整齐，环境较好，但
老村未有效整治，周边环境较
乱。

垃 圾 终 端 处 理 没 有 “ 出
口”。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体系存
在链条上的短缺，固体废物静脉
产业园区、无害化垃圾填埋场、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滞后，无
法从源头上解决生活垃圾“出
口”问题，大部分县市的垃圾填
埋场即将填满，面临超负荷运
行，垃圾终端处理设施远远不能
满足农村垃圾处理的需求，垃圾
搬家、就地掩埋的现象依然严
重。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暗访
组要求，各县 （市） 区要加强监
督管理,切实做好城乡接合部的环
境整治工作，防止环境整治“灯
下黑”；要着力加强县与县、乡与

乡交界处的监督管理，彻底消除
卫生死角；要加快改厕进度，力
争今年10月底前完成省定改厕任
务；要不断提升市场化运作管理
水平，确保农村垃圾日产日清；
要充分发挥“千万工程”示范村
的引领作用，切实做到全域整
治；要进一步提升思想认识，贯
彻落实好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战
略决策，加大投入力度，创新投
入方式，拿出真金白银，补齐农
村基础设施短板，让广大农民群
众共享发展成果。

全市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月“回头看”第二次督导暗访要求

紧盯难点狠抓短板 持续发力久久为功

本报记者 吕正军

滩陆庄，地处黄河北岸，温
县温泉街道辖区的一个小村庄。
60 年前，三年自然灾害刚刚开
始，王运才就出生在这里。

饥饿是王运才童年时期最深
刻的记忆。当他一次又一次背着
干粮去上学的时候，改变命运的
内生动力一次又一次在他的心底
升腾。

终于有一天，兰州大学中文
系成全了他的梦想，遥远的大西
北把他的思绪拉得很长很长……

北京——西宁——福州——
海口——南昌——北京，36年的
时间，王运才纵横交错地在祖国
的广袤大地上走过了一个轮回。

新华社，成了他一辈子为之奋
斗、为之自豪的品牌，从普通记
者，到分社的副社长、社长，直
到半月谈杂志社常务副总编辑，
他的步伐，辛劳，坚实。

作为记者，王运才有资格骄
傲。在海口，他遥望祖国海疆，
思考良深，呼吁建议设立三沙
市 ； 在 南 昌 ， 他 走 遍 赣 南 苏
区，发出了实施振兴苏区战略
的呼唤。2015 年 3 月 6 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人大江西
代表团审议时，两次亲切地握住
他的手，询问他的工作、生活情
况，并对代表们说：“我和运才
很熟悉，我们当年都在福建工
作。”

被誉为“中华第一刊”的半
月谈杂志，为王运才提供了施展

才华的广阔天地。讲解中央政
策、紧盯执行层面、关注基层治
理现代化，王运才有自己的态
度：代表官方，不打官腔。他和
他的同伴们，上接天线，下接地
气，根据受众阅读习惯的改变调
整自己的传播方式，走出了一条
独具特色的道路。半月谈杂志，
嘴巴对着领袖的耳朵，双脚站在
人民群众中间，曾经一年当中得
到总书记批示8次，公开版期发
行量达到128万，实实在在成为
这个领域的中华之最。

半月谈杂志从来不会躺在功
劳簿上睡大觉，永远不会停止创
新的步伐。王运才和他的同伴
们，面对新型媒体带来的新机
遇，主动变革，积极应对。在坚
持内容为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

渠道作用。2016年以来，粉丝量
年年翻番，赢利达到去年的 500
万元。

走南闯北，功成名就。遥远
的家乡，在王运才的征程上是不
是有着不一样的分量？黄河的涛
声，是不是一直在激励着王运才
奋力前行？男儿立志出乡关，父
老叮咛响耳边。王运才有着浓浓
的故乡情结，无论在哪里工作，
他都要尽可能创造机会回家乡
看一看。一来慰藉自己的思乡
之情，二来从生他养他的地方
吸取营养。一直陪他走南闯北
的贤惠的夫人，无怨无悔陪他走
遍人生的每一个驿站，有滋有味
陪他欣赏家乡的一草一木、一砖
一瓦。

想念家乡，报效家乡。每到

一地，王运才都会不遗余力地宣
传家乡。再一次回到北京工作
后，他得以在更高的层次上审视
家乡、透析家乡。情之所至，
才思泉涌。他从来都是自己动
手，写出自己最真挚、最深切
的情感。焦作的医改样本、温
县 的 破 解 执 行 难 、 解 放 区 的

“334”社区自治模式、武陟县的
科技强警……一朵朵家乡的花
朵，盛开在半月谈杂志的字里行
间。

今年进入花甲之年的王运
才，谈起家乡，充满激情，充满
活力。他说，家乡人文厚重，要
打基础、谋长远，重视人的全面
发展；家乡风景秀丽，要加强规
划，城乡统筹，公共设施配套。
可爱的家乡，一定会更加美好。

黄河岸边有我家
——新华社半月谈杂志社常务副总编辑王运才的家乡情缘

本报记者 杨仕智

今年麦收，修武县王屯乡东
黄村15亩示范田，小麦平均亩产
825.9公斤。该项目负责人王聚才
说：“今年能有这样的好收成，除
了人努力、天帮忙外，科技才是
创高产的根本动因。我们种的是
小麦高产品种‘百农0567’，采用
的是超常量喷施磷酸二氢钾等新
技术。”

农业研究员、市种子站站长
刘长青说：“今年全市推广超常量
喷施磷酸二氢钾等新技术的小麦
种子田达 100 万亩，平均每亩增

产 50 公斤，按每斤 1.25 元计算，
增收6250万元。”

磷 酸 二 氢 钾 是 绿 色 肥 料 。
1984年，我市开始推广超常量施
用施磷酸二氢钾新技术，之后，
此技术在全省推广。2015年，国
家科技部委托有关专家鉴定，我
市研发的这一颠覆性技术国际领
先，可促 61 种农作物大幅增产，
颜色增鲜，光泽增亮，含糖量、
蛋白质等多方面提质。该技术被
国家农业部先后 5 次发文推广。
为了让超常量施用施磷酸二氢钾
技术造福农民，我市成立了有20
多人才参加的超常量施用施磷酸
二氢钾技术科研团队，并在全市

60多种农作物生产中大面积试验
示范，为我市农作物增产提质、
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发挥了重要
作用。

近日，记者在我市沁阳、武
陟、修武等地采访时，真切地领
略到这项技术的重要作用。

沁阳市太行街道北官庄村100
亩试验田，4 次超常量喷施磷酸
二氢钾，每次每亩 400 克，兑水
30公斤，今年小麦实收亩产785.2
公斤，与没有喷洒的亩均增产
24.6%。

修武县周庄乡孟村15亩“矮
抗 59”示范田，喷 3 次磷酸二氢
钾，每次200克，实收亩产802.6

公斤。该县郇封乡小位村 100 亩
“百农 307”高产攻关田，喷 3 次
磷酸二氢钾，每次 200 克，实打
验收产量达818公斤。

武陟县大封镇试验区赵庄试
验点，从去年小麦播种期开始，
在返青、拔节、孕穗、灌浆各阶
段，共喷施磷酸二氢钾 6 遍，每
亩每次 400 克，兑水 30 公斤，每
亩共施用磷酸二氢钾4.4公斤。今
年5月27日市种子站对该试验田
进行测产，亩穗数 49.7 万，穗粒
数 39.3，千粒重 52 克，亩产达
863.32公斤。6月9日收获时实收
亩产858.3公斤。市种子站站长刘
长青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

小麦，全国最高。”
“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

重宝。”专家们呼吁，我市作为
粮食高产的领跑者，要不忘习近
平总书记“要扛稳粮食安全这个
重任”的重托，牢记使命担当，
深入实施“藏粮于地 藏粮于
技”战略，大力推广超常量喷
施磷酸二氢钾等新技术，让中
国人饭碗里装上更多焦作优质
粮。

“藏粮于技”大有可为

提升提升 眼力 脑力 笔力脚力

7月11日，市东海大道建设工地，施工队在吊装三门河桥箱梁。由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组织施工的市东
海大道北起焦辉路，南至省道S104，规划路线总长20.08公里。为了保证工程进度，该公司抢时间、抓机
遇、赶工期，严把质量关，工程进展逐步加快。截至目前，一标段路基础已完成70%，三门河桥已开始吊装
箱梁；累计完成建安工程费投资4.9136亿元，占建安工程费总投资的63%。 本报记者 刘金元 摄

本报讯（记者李润生）日前，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办督导
组在对山阳区李河桥改造工程项目工地周边和马村区厚德农产
品物流中心工地暗访时，发现扬尘污染问题严重。

点位一：山阳区李河桥改造工程项目工地河东侧。督导组
发现一条土路，路面未硬化，积尘严重，路左侧边堆积大量黄
土和建筑、生活垃圾，周围气味刺鼻难闻，延绵长达1公里。
土路尽头是一座似小山的黄土堆，无任何覆盖，浮尘很厚。黄
土堆东边是一处囤积各种建筑用料的大院，院内一辆铲车在装
卸石料，无任何降尘喷淋设备，装卸过程中产生大量扬尘。大
院内地面未硬化，积尘严重，堆放的各种砂石均未进行覆盖。

点位二：马村区厚德农产品物流中心工地。督导组发现，
该工地内路面未硬化，路面积尘严重；围挡多处破损；工地内
几处黄土堆未覆盖，积尘严重。

针对以上情况，市攻坚办督导组当即通报、移交相关单
位和责任人，责成
相关单位和责任人
立即整改，市攻坚
办督导组将进行跟
踪督导。

这两处地方
扬尘污染问题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