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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榜
■市卫生健康委组织解放、

山阳辖区12家医疗卫生单位及
解放区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
万达广场开展2019年全民健康
活动月集中宣传及义诊活动，落
实“大卫生、大健康”理念和预防
为主方针，引导群众养成良好生
活行为方式。

责任单位：市卫生健康委
责任人：李河德（市卫生健

康委疾病预防控制科科长）
■市市场监管局认真开展

“三种经营”和早夜市专项治
理，明确要求所有餐饮单位都
要完善病媒生物防制措施，正
确使用相关设施，在室内采用
物理方式灭鼠，全面加强控烟
劝导工作。

责任单位：市市场监管局
责任人：冯刚（市市场监管

局副局长）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成立

市政大厦控烟督导员队伍，利用
工间操、上下班高峰期的时间，
在楼梯间、厕所、车库、停车场等
重点场所开展“戒烟健康你我

他”控烟活动。
责任单位：市机关事务管理

局
责任人：郝统杰（市机关事

务管理局副局长）
■解放区卫生健康委在锦

祥花园小区建设高标准健康步
道 （660米），沿幼儿园围栏设
置卡通式健康教育宣传牌 50
块，倡导“日行一万步、吃动
两平衡、健康一辈子”的良好
生活方式。

责任单位：解放区卫生健康
委

责任人：郭海利（解放区卫
生健康委主任）

■马村区人民医院以创建
“健康促进医院”活动为载体，面
向患者、家属、医护人员和社区
群众广泛开展健康教育和健康
促进活动，大力营造健康、舒适、
安全的工作和就医环境。

责任单位：马村区人民医院
责任人：李武军（马村区人

民医院院长）
■解放区焦北街道民主北

路社区扎实开展健康教育和病
媒生物防制工作，创建氛围浓
厚，创卫基础档案资料内容齐
全、整齐规范。

责任单位:解放区焦北街道
责任人:张晓鸣（焦北街道

党工委书记）
（市“四城联创”指挥部督导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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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城联创”集中攻坚第三次推进会
以来，全市上下坚持问题导向，全力推进
整改，对居民楼院、城中村、城乡接合
部、六小门店、农贸市场等重点部位开展
专项整治，市容市貌明显改善，人居环境
明显提升。但创建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
题，一是部分城中村、城乡接合部整体环
境卫生脏、乱、差现象依然存在，“十
乱”问题突出；二是工地围挡内环境治理
不到位，存在大量垃圾积存，环境脏乱，
食堂、公厕不达标；三是农贸市场升级改
造进度慢，环境差。8月29日，市督导组
将发现的92个问题对五城区及市直有关
单位进行了交办，截至目前，大部分问题
得到有效整改，81 个问题已销号，整改
率为88%。

根据《焦作市“四城联创”工作督导
考评办法》有关要求，市督导组、市直有
关单位对五城区、城区有关单位及乡镇街
道“四城联创”工作进行检查，市督导组
对市直有关单位“四城联创”工作进行检
查，五城区对辖区乡镇街道“四城联创”
工作进行自查。市“四城联创”指挥部对
督导检查结果进行汇总。现将结果通报如
下：

一、城区及街道
（一）城区
1.解放区 得分：81.73
2.马村区 得分：80.38
3.山阳区 得分：79.81
4.中站区 得分：79.23
5.示范区 得分：78.85
经市“四城联创”指挥部研究决定:

对前两名的解放区、马村区予以通报表
扬，颁发红旗；对最后一名的示范区予以
通报批评，颁发蓝旗。

（二）28个街道
1.山阳区东方红街道 得分：87.55
2.解放区七百间街道 得分：86.47
3.解放区民主街道 得分：86.16
4.解放区焦南街道 得分：85.85
5.山阳区艺新街道 得分：85.00
6.中站区李封街道 得分：84.32
7.山阳区太行街道 得分：83.85
8.解放区民生街道 得分：83.21
9.山阳区焦东街道 得分：82.52
10.示范区文苑街道 得分：81.61
11.解放区焦西街道 得分：81.34
12.中站区王封街道 得分：80.78
13.山阳区百间房街道 得分：80.49
14.解放区焦北街道 得分：80.39

15.中站区许衡街道 得分：79.51
16.示范区李万街道 得分：79.41
17.山阳区新城街道 得分：78.16
18.山阳区中星街道 得分：78.07
19.马村区待王街道 得分：77.69
20.马村区马村街道 得分：77.48
21.解放区新华街道 得分：77.38
22.中站区冯封街道 得分：77.09
23.解放区王褚街道 得分：76.96
24.解放区上白作街道 得分：76.16
25.中站区朱村街道 得分：75.87
26.山阳区光亚街道 得分：75.59
27.山阳区定和街道 得分：75.26
28.中站区府城街道 得分：73.82
（三）非中心城区13个乡镇街道
1.示范区苏家作乡 得分：90.00
2.中站区龙洞街道 得分：88.83
3.马村区演马街道 得分：86.50
4.中站区龙翔街道 得分：82.33
5.示范区宁郭镇 得分：81.67
6.示范区阳庙镇 得分：81.17
7.马村区安阳城街道 得分：80.00
8.中站区月山街道 得分：78.83
9.马村区九里山街道 得分：78.33
10.马村区冯营街道 得分：74.67
11.示范区文昌街道 得分：73.50
12. 解 放 区 健 康 产 业 园 区 得 分 ：

71.17
13.马村区武王街道 得分：70.00
对 28 个街道前两名的山阳区东方红

街道、解放区七百间街道，对非中心城区
乡镇街道第一名的示范区苏家作乡予以通
报表扬，颁发红旗；对28个街道后两名
的中站区府城街道、山阳区定和街道，对
非中心城区乡镇街道最后一名的马村区武
王街道予以通报批评，颁发蓝旗。

二、市直有关单位
1.市住建局 （主次干道、人行道整

修）
2.市城管局（道路保洁及公厕管理）
3.市卫健委（健康教育）
4.市交通局（公交港湾、站牌、公交

车、出租车治理）
5.市卫健委（“四小门店”及医疗机

构整治）
6.市文广旅局（网吧治理）
7.市教育局（中小学校文明创建）
8.市市场监管局（农贸市场整治）
9.市卫健委（疾病控制）
10.市市场监管局（废品收购站整治）
11.市公安局（交通秩序整治）

12.市市场监管局 （“两小门店”整
治）

13.市城管局 （经营秩序及早夜市摊
点整治）

14.市园林局 （园林绿化及公园广场
整治）

15.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沿街外立
面整治）

16.市住建局（黑臭水体治理）
17.市工信局（线路整治）
18.市城管局（广告招牌整治）
19.市金融局（银行网点）
20.市工信局（便民服务大厅）
21.市卫健委（医院）
22.市文广旅局（街道社区文化站）
23.市农业农村局 （乡镇、涉农办、

行政村）
24.市城管局（垃圾分类）
25.市城管局（“门前五包”）
26.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 （行

政服务大厅）
27.市文广旅局（文化场所、景区）
28.市教育局（未成年人心理辅导站）
29.市商务局 （加油站整治及文明餐

桌）
30.市住建局（建筑工地围挡）
经市“四城联创”指挥部研究决定:

对前两名的市住建局（主次干道、人行道
整修）、市城管局 （道路保洁及公厕管
理）予以通报表扬，颁发红旗；对最后一
名的市住建局（建筑工地围挡）予以通报
批评，颁发蓝旗。

三、城区有关单位（大队）
（一）城管局
1.解放区城管局
2.山阳区城管局
3.马村区城管局
4.中站区城管局
5.示范区城管局
（二）市场监管局
1.山阳区市场监管局
2.中站区市场监管局
3.示范区（工商分局、食药分局）
4.马村区市场监管局
5.解放区市场监管局
（三）住建局
1.马村区住建局
2.示范区住建局
3.中站区住建局
4.解放区住建局
5.山阳区住建局

（四）卫健委
1.山阳区卫健委
2.中站区卫健委
3.马村区卫健委
4.解放区卫健委
5.示范区卫健委
（五）文广旅局
1.示范区文体旅局
2.中站区文广旅局
3.山阳区文广旅局
4.马村区文广旅局
5.解放区文广旅局
（六）教育局
1.示范区教育局
2.中站区教育局
3.解放区教育局
4.马村区教育局
5.山阳区教育局
（七）环卫处（城管局）
1.解放区环卫处
2.示范区城管局
3.中站区环卫处
4.山阳区环卫处
5.马村区城管局
（八）交管巡防大队
1.中站交管巡防大队
2.解放交管巡防大队
3.焦南交管巡防大队
4.马村交管巡防大队
5.定和交管巡防大队
6.高新交管巡防大队
7.山阳交管巡防大队
对第一名的解放区城管局、山阳区市

场监管局、马村区住建局、山阳区卫健
委、示范区文体旅局、示范区教育局、解
放区环卫处、中站交管巡防大队等8家单
位予以通报表扬，颁发红旗；对最后一名
的示范区城管局、解放区市场监管局、山
阳区住建局、示范区卫健委、解放区文广
旅局、山阳区教育局、马村区城管局（环
卫）、山阳交管巡防大队等8家单位予以
通报批评，颁发蓝旗。

希望受到通报表扬的单位发扬成绩，
加压奋进，确保各项工作快速推进；受到
通报批评的单位要振奋精神，找准差距，
整改提升，使各项工作尽快赶上。各级各
部门要根据市“四城联创”指挥部统一部
署，对照标准，强力攻坚，按期完成各项
任务，扎实做好创建工作。

焦作市“四城联创”指挥部
2019年9月6日

焦作市“四城联创”指挥部关于
“四城联创”集中攻坚第四次督导结果通报

为全面提升城市文明程度，维护良好
的社会公共秩序和市容市貌环境，有效预
防和控制狂犬病的发生和传播，保障市
民的人身健康及安全，倡导市民文明养
犬、规范养犬，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
法》《河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河南省物业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
法规，现就加强市区养犬管理有关规定通
告如下：

一、养犬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定期为犬只注射狂犬病疫苗。

二、街道、居委会、小区物业管理公
司等要加强管理，对社区养犬户进行宣传
教育，大力提倡文明养犬。

三、携犬外出时，应当为犬只束牵引
绳，携带清污工具，及时清除犬只的粪
便，主动避让行人和车辆。

四、禁止携犬进入机关、医院、学
校、儿童活动中心、影剧院、图书馆、体
育馆、候车室、商场超市、饭店等人员密
集的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园、绿地、广场等
室外公共场所（导盲犬除外）。

五、不得携犬乘坐除出租车以外的公
共交通工具，乘坐出租车须征得出租车司
机同意；携犬乘坐电梯，应当避开电梯乘
坐高峰时间。

六、养犬不得干扰他人正常生活，不
得放任、驱使犬只恐吓、攻击他人；影响
他人休息的，养犬人应当及时采取措施予

以制止。
七、当犬只出现狂犬病症状或伤人、

危害公共安全时，须及时采取措施并报告
公安机关处置。

八、对不遵守通告规定的单位和个
人，给予批评教育；对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处罚法》《河南省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办法》《河南省物
业管理条例》《河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
生管理条例》 及其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
的，由公安、城管、农业农村 （畜牧）、
房产物业管理等部门予以处罚。对阻碍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行为，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相关规
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九、对违反本通告规定的养犬行

为，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批评、劝
阻，或者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举报，公
安、城管、农业农村、房产物业管理等
部门要按照职责及时处理。举报电话：
市公安局 110、市城市管理局 2607125、
市农业农村局8382938、市房产管理中心
8795339。

十、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焦作市公安局
焦作市城市管理局
焦作市农业农村局
焦作市房产管理中心

2019年9月9日

关于加强市区养犬管理的通告

广大市民朋友：
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越来越多

的家庭开始饲养犬类。养犬在给饲养
者生活带来乐趣的同时，也引发了一
系列突出问题，诸如犬吠打扰居民休
息、犬类随地排泄污染环境、犬类伤人
造成矛盾纠纷等。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了居民正常生活，损害了城市形
象，引起了群众不满。为了规范市民朋
友的养犬行为，提升城市文明程度，维
护良好的社会公共秩序和市容市貌环
境，有效预防和控制狂犬病的发生和传
播，保障市民的人身健康及安全，我们
就文明养犬、规范养犬提出如下倡议：

1.自觉文明养犬。希望广大养犬的
市民朋友自觉增强文明养犬意识，少一
些随意，多一分规范；少一些陋习，多一
分文明；少一些放任，多一些管理，从我
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做到文明养犬。

2.防止犬吠影响他人。特别是在
早、中、晚居民休息时段，应避免在生活
区内出现犬吠，如出现犬吠，应及时采
取措施予以制止。

3.防止遛犬污染环境。出门携犬要
使用束犬链牵领，备垃圾袋和纸张及时
清除犬粪。

4.防止携犬干扰他人。不要放任、
驱使犬只恐吓、攻击他人；携犬外出要
主动避让行人和车辆，避免犬只接近儿
童、老人、孕妇等特殊群体；遵守公共场
所携犬禁入规定，不带犬只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乘坐出租车须征得出租车司机
同意；携犬乘坐电梯，应当避开电梯乘
坐高峰时间；不携犬进入机关、医院、学
校、儿童活动中心、影剧院、图书馆、体
育馆、候车室、商场超市、饭店等人员密
集的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园、绿地、广场
等室外公共场所。

5.及时处置犬只伤人事件。当犬只
出现狂犬病症状或伤人、危害公共安全
时，须及时采取措施并报告公安机关处
置，要主动承担应当承担的责任，构建
和谐社会。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是每一个市
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希望广大养犬的
市民朋友积极响应倡议，规范养犬行
为，做一个文明、自律的养犬人，自觉维
护优美整洁的城市环境，建设和谐宜居
的人居环境，为我市“四城联创”贡献自
己的一分力量！

焦作市“四城联创”指挥部办公室
2019年9月9日

文明养犬倡议书

狗是人类的朋友,它们机智勇敢、忠实
可靠而且善解人意。随着生活质量的提
高，我市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饲养犬类。
但是，养犬在给饲养者生活带来乐趣的同
时，也引发一系列“城市病”，例如犬吠打
扰居民休息、犬类随地排泄污染环境、犬
类伤人造成矛盾纠纷等。在这种情况下，
我市发布 《关于加强市区养犬管理的通
告》，非常及时，非常有针对性。

加强市区养犬管理是一种趋势。在微
信朋友圈里传播着许多国内其他城市恶犬
伤人的小视频，看后令人怵目惊心，再不
给养犬立规矩，市民的安全感就会降低。
国外城市也在加大犬只管理力度。据报
载，由于厌倦了为清理街道上的狗屎出钱
出力，西班牙西北部城市萨莫拉决定从明
年起向养狗者征收一项新税。

毫无疑问，我市加强市区养犬管理势
在必行。为全面提升城市文明程度，维护
良好的社会公共秩序和市容市貌环境，有
效预防和控制狂犬病的发生和传播，保障
市民的人身健康及安全，有必要倡导市民
自觉增强文明养犬意识，少一些随意，多
一分规范；少一些陋习，多一分文明；少
一些放任，多一些管理，从我做起，从现

在做起，自觉做到文明养犬。
《关于加强市区养犬管理的通告》必须

具有刚性，对不遵守通告规定的单位和个
人，要给予批评教育；对违反相关法律法
规的，由公安、城管、农业农村 （畜牧）、
房产物业管理等部门予以处罚。对阻碍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行为，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相关规
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另外，对不文明、不规范的养犬行
为，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批评、劝阻，
或者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举报，以形成维
护优美整洁的城市环境、建设和谐宜居的
人居环境的强大合力。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为打造“精致城
市、品质焦作”，建设好我们共同的家园，希
望广大市民迅速行动起来，积极响应文明养
犬倡议，模范遵守养犬管理规定，为打赢打
好“四城联创”集中攻坚战作出自己的贡献。

做一个文明自律的养犬人
□象飞田

本报讯（记者徐金华） 9
月 6 日上午，市政协台侨界中
秋茶话会在焦作华侨医院台侨
界委员之家举行。市政协副主
席杨世民与台侨界政协委员、
台胞台属及归侨侨眷欢聚一
堂，共庆中秋，畅叙友情，共
谋发展。

茶话会上，台侨界政协委员
进行了座谈交流，为焦作高质量
发展建言献策，现场气氛热烈。

杨世民向与会人员致以节
日的问候，向关心、支持、参
与我市各项建设事业的台胞、
海外侨胞及其眷属致以衷心的

感谢。杨世民说，当前我国发
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台
侨界委员要团结一心、凝聚共
识，画出最大思想同心圆，寻
求发展最大公约数，心系焦
作、情系焦作，多献可用之
策，多谋发展之计，为全市的
改革发展稳定添动力、增助
力、聚合力；要以更加高昂的
斗志、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
务实的作风、更加有效的举
措，集台侨界之智，合台侨界
之力，为打造“精致城市、品
质焦作”，推动焦作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市政协举行台侨界中秋茶话会

（上接第一版）开拓学生思维，锻
炼学生能力……多渠道、多路
径，学生素质教育成效明显。

抓亮点，促升华。在大学教
育方面，服务好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工信职业学院等高校在焦
作发展，推动中原生物科技学院
加快建设。初中抓重点，张庄中
学抓好焦作一中、十一中等省级
示范性高中升入人数的比例增
长，其他学校在着重抓好省级示
范性高中升入人数外，抓好普通
高中的升学率，今年中招成绩呈
现出群体创优、整体上升的特
点，全区考生 1530 人中，600 分
以上155人，比去年增长1.39%。
高中抓提升，今年示范区高考成
绩再创新高，除宇华实验学校
外，文昌中学文化课一本上线人
数取得突破。

补短板，在教育均衡上
求突破

今年年底在所有小学全部
实现厕所改造，明年底全部消灭
C 级以上危房……一个个坚定
承诺，彰显示范区补短板，促普
惠，在教育均衡上求突破的决心
和信心。

落实入学均衡。示范区完善
义务教育招生办法，落实“免试
划片、就近入学”政策，做好进城
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工作,确
保“应入尽入”；大力实施消除大
班额专项规划，严控班额和学校
规模。

保障教育均衡。示范区不让
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
学。一年来，资助各级各类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945人次，资助金
额达55.45万元；全区发放生源
地国家助学贷款552.9万元，资
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826人次，
实现贫困家庭学生教育资助各
个阶段全覆盖。

加强投入均衡。示范区持续
加大教育投入，深入实施学前教
育行动计划、义务教育学校标准
化建设等重点工程，建设韩公教
育园区二期工程、文昌初中综合
楼和餐厅项目、张庄初中教学楼
工程等 14 个建设项目，极大改
善了城乡学校的办学条件。

解难题，在教育改革上
求突破

实施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
计划，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
92%；进一步提高义务教育城乡
一体化发展水平，中小学宽带接

入率、多媒体教室占比率、师生
网络学习空间应用率，均领先全
市……一个个教育改革创新的
成果令人鼓舞。

抓特色，激活力。示范区提
升“互联网+教育”发展水平，加
大信息技术与课程融合工作力
度，推动理工大附中、张庄初中、
文苑小学、实验学校等创新创客
教育工作，促进示范区创客教育
再上新台阶；构建图书馆课程，
倡导全天候开放图书馆，文昌初
中开展师生每天阅读经典15分
钟，让教师和学生养成终身读书
的良好习惯。

抓教研，促创新。示范区培
育、遴选第一批区级名师，逐步
形成区、市、省级骨干教师梯队；
积极进行校本教研，注重从学校
的实际出发，开展特色教育教学
研究。同时，创新教研模式，积极
推进研训一体化。“本土名师讲
座”“原创命题大赛”等活动丰富
多彩，学业水平监测，大数据纵
横对比，推动了学校发扬优势、
补齐短板。

创一流，在教育根基上
求突破

新成立的示范区教育局抓党
建、强根基，实现了全区学校党建
工作全覆盖，并以党建e家为平
台，把学校党建工作与业务进一
步结合，营造良好教育生态。文苑
街道小学等 3 个党支部被评为
市、区级先进基层党组织，民办学
校市宇华实验学校代表示范区参
加全市第二季度非公组织党建观
摩，得到市领导肯定。

强堡垒。示范区教育局在全
区学校扎实推进“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引
导党员教师争做“四有”好老师
示范标杆；健全把骨干教师培养
成党员、把党员教师培养成教学
科研管理骨干的“双培养”机制。

扬师德。积极实施师德师风
建设工程，健全完善师德建设长
效机制；落实新时代教师职业行
为准则，引导教师做学生锤炼品
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
国的引路人；发掘师德典型,讲
好师德故事,展现新时代优秀教
师良好精神风貌；推行师德考核
负面清单制度，完善诚信承诺和
失信惩戒机制；加强监督和师德
考评,在年度考核、职称评聘、表
彰奖励等工作中实行师德失范

“一票否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