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术成功后，下肢静脉曲张患者家属给外二科送去
锦旗。 本报记者 王梦梦 摄

个人或团体均可报名参加下肢静脉曲张免费筛查活动
本报讯（记者朱颖江）焦作市第五人民医院开展下肢

静脉曲张免费筛查活动以来，为多个社会团体以及上百名
市民进行了免费体检，收到了良好社会效果。昨日，记者
从该医院了解到，免费筛查活动仍在进行中，市民可报名
参加。

根据《“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要求，焦作市第
五人民医院医护人员走进居民社区、乡村企业，积极开展健
康宣传教育活动，为城乡居民进行免费健康体检，为建设健
康乡村、健康社区、健康企业、健康学校，全面实现健康中
国战略提供有力保障。此次，该院外二科与彩超室联合开展
的下肢静脉曲张免费筛查活动，让市民拥有健康好腿，对下
肢静脉曲张疾病有正确的认识，做到早防早治。

外二科主任葛志江说，该院开展下肢静脉曲张免费筛
查活动以来，为200多名市民进行了检查，其中有10%的市
民被确诊为下肢静脉曲张，还有5%的市民为高危人群。医
务人员对这5%的高危人群登记建档，给予健康指导，阻止
疾病进一步发展，或延缓其发展速度。

据介绍，遗传、血管病变、长期站立、长期咳嗽等因
素均可引起下肢静脉曲张。这些诱发疾病的因素中，以大
隐静脉汇入深静脉处的瓣膜关闭不全为最常见病因，该病
因会导致血液倒流，使静脉压力增加，日积月累后引起静
脉扩张扭曲。下肢静脉曲张发生之初，往往没有明显症
状，部分患者会感到小腿皮肤痒、腿部肿胀等，这时若不
积极治疗，就可能引起皮肤湿疹样改变、明显瘙痒、肤色
素沉着、血栓性浅静脉炎、急性出血、经久不愈的顽固性
溃疡。

葛志江说，下肢静脉曲张发病早期没有明显症状，敏
感的患者下肢会有胀痛感，而绝大多数患者没有感觉，其实
这时患者下肢的深静脉已经发生病变。如果患者能够早期
确诊，医生可采取措施干预疾病的发展，减少患者的痛苦。

下肢静脉曲张多发生于持久从事站立工作和体力劳
动人群，如教师、售货员、外科医生等。医院开展免费
筛查活动时，这些人群会给予优先照顾。为了给市民提
供更多方便，医院提供预约上门筛查服务，如果你想了
解具体情况，可到医院进行咨询。

“三千茶农”茶生活馆汇集原产地六大茶系，是
品茶、聊天、漫阅、洽谈的理想场所！位于市和平街
与焦东路交叉口南15米路西
足力健专卖店楼上！“三千茶
农”茶生活馆以高品质、低价
位产品及专业热情的服服务，静静
候茶友莅临品鉴。

品茶电话品茶电话：：83302038330203
广告

停气通知
因燃气施工需要，兹定于2019年9月10日14

时30分至17时30分对以下区域进行停气：建设路

中段两侧 （河务局—万方桥中石化加油站）；朝阳

路两侧 （建设路—工业路段）；工业路两侧 （朝阳

路—塔南路段）；塔南路两侧 （工业路—万盛水

城）。

提前供气不再另行通知。

焦作中裕燃气有限公司



市容环境类

红 榜

■解放区塔北农贸市场设
施齐全，规划合理，商店门头
统一整齐，市场公厕设计标准
高，整体环境干净卫生。

牵头单位：解放区政府
责任单位：解放区市场监

管局、解放区上白作街道办事
处

责任人：孙玉海 （解放区
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王建军
（上白作街道党工委书记）

■山阳区环卫处体育馆中
转站地面干净整洁，垃圾清运
及时，日常管理规范，消杀及
时、无异味。

牵头单位：市城管局
责任单位：山阳区环卫处
责任人：谢双成 （山阳区

环卫处主任）

■中站区城管局取缔新义
口长年占道经营马路市场并坚
持长效管理；集中整治雪莲
路、瑞丰路等背街小巷经营秩
序顽疾；全面推进城乡接合部
软体广告清除工作；对沿街门
店卷闸门、门头招牌进行清洗。

牵头单位：市城管局
责任单位：中站区城管局
责任人：韩明利 （中站区

城管局局长）
■示范区万鑫商城，驻场

攻坚工作扎实开展，卫生保
洁、车辆秩序管理到位，市场
面貌变化大。

牵头单位：市市场监管局
责任单位：示范区工商分

局、示范区李万街道办事处
责任人：王爱民 （示范区

工商分局局长）、陈城军（示范
区李万街道党工委书记）

■马村区解放东路 （尚水
阳光小区以东—山门河桥） 经
营秩序和环境卫生管理到位。

牵头单位：市城管局
责任单位：马村区城管局
责任人：李四军 （马村区

城管局局长）
（市“四城联创”指挥部督导组）

主
人
公
座
右
铭

政务要闻

JIAOZUO DAILY
2019年9月10日 星期二02 要 闻

■官方微博：@焦作日报(新浪、腾讯)■新闻热线：8797000■编辑：聂 楠│校对：孙 茜│组版：许建林

本报讯（记者王爱红）昨
日上午，2019年中国·云台山
九九国际登山挑战赛暨全国群
众登山健身大会、河南省第九
届“三山同登”群众登山健身
大会开幕式在云台山景区举
行。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
理中心副主任、中国登山协会
秘书长张志坚宣布大会开幕。
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周耀
霞，市委常委、修武县委书记
郭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
竹英、副市长牛炎平、市政协
副主席买万国出席开幕式。

牛炎平在致辞中说，近年
来，我市依托云台山、太极拳
两个世界级品牌，深入贯彻落
实全民健身、健康中国、乡村
振兴等国家战略，以创建国家

全域旅游示范市、全民运动健
身模范市为抓手，深入实施

“旅游+文化+体育+康养”融合
发展，全力打造“世界太极
城、中原养生地”。云台山九九
国际登山挑战赛的举办，让大
家通过登山健身的方式，沿着
先贤的足迹，把文化、旅游、
体育、健身有机结合起来，必
将掀起全民健身、共享健康的
热潮，为我市即将举办的第十
届中国焦作国际太极拳交流大
赛暨2019云台山旅游节预热造
势，进一步推进焦作“旅游+
文化+体育+康养”融合发展，
不断提升焦作在国内外的知名
度和美誉度，引领更多登山爱好
者和广大群众，共同推进全市文
化旅游体育健身事业蓬勃发展。

推进全市文化旅游体育健身事业蓬勃发展
2019年中国·云台山九九国际登山挑战赛
暨全国群众登山健身大会在云台山景区举行

本报讯（记者姚广强）昨
日，副市长孙起鹏在解放区焦
西街道祥和社区西苑小区、市
丰东钢材市场等处调研“四城
联创”和环保工作。

在垃圾乱堆、灰尘遍地、
绿化带种菜等乱象严重的西苑
小区，孙起鹏详细了解该小区
的基本情况和居民构成情况，
分析问题、查找原因，并与解
放区有关部门负责人及小区居
民一起探讨解决办法。

在站前路移动营业厅、同
兴计时化工有限公司，孙起鹏
要求相关工作人员对照“四城
联创”标准，把工作做扎实，
确保做到“对标、达标、提
标、创标”。

在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
学院食堂施工工地和市丰东钢
材市场，孙起鹏要求相关部门
驻点督导整改工作，依法处理
典型案件中严重影响空气质量
的责任人。

孙起鹏指出，“四城联创”
和环保工作都是为了让城市更
美好，哪一个都不能少，相关
部门要确保做到问题不解决不
松劲、解决不彻底不放手，高
标准推进“四城联创”工作，
打造焦作新形象；要依法严厉
打击严重影响空气质量的行
为，助力环保工作不断迈上新
台阶，让焦作的空气更清新，
为市民创造更好的生态环境。

市领导调研“四城联创”和环保工作本报记者 王 颖

红手印，老百姓表达意愿的
庄重形式。

2017 年初冬的一天，一封按
满了修武县郇封镇官司桥村村民
红手印的挽留信，送到了市人防办
党组书记袁培莲的办公桌上。与
此同时，修武县、郇封镇相关部门
的挽留申请也送到了市人防办。

“李书记是乡亲们的主心骨，
现在正是俺村脱贫攻坚、爬坡过
坎的关键时期，他不能走啊！”该
村党支部书记祁季平说。

“让李书记留下来吧，俺村需

要他！”该村 70 多岁的贫困户赵
红安含着泪说。

大家深情挽留的李书记，是
市人防办派驻官司桥村第一书记
李强。

官司桥村，一个地处修武县
和新乡市获嘉县、辉县市三地交
界的偏远省级贫困村，全村有240
户1030口人，而建档立卡贫困户
就达 103 户 439 人。2015 年 8 月，
时年42岁的李强开始驻村，通过
两年多的奋斗，官司桥村党员队
伍凝聚起来了，村民的心齐了，
居住环境美了，水通了，路平
了，灯亮了，村民收入增加了，
该村也实现了集体经济从无到有

的历史性跨越。
李强，中年汉子，体格健

壮，但由于驻村生活条件艰苦、
长期操劳忧心，体重直线下降，
如今只有40多公斤。妻子担心他
的身体，放弃了在北京发展得如
日中天的事业，来到村里为丈夫
洗衣做饭；女儿为了一家人团
圆，放弃了在北京航天科技公司
的工作，回到焦作当起了代课教
师；他远在内蒙古赤峰市的母亲
身患癌症，也期盼着儿子能常在
身边陪伴……

“为了驻村扶贫，李强和家人
付出了太多，是去是留，让他自
己决定吧！”一边是乡亲们的深情
挽留，一边是李强一家人的巨大
付出，袁培莲左右为难。

红手印是乡亲们的挽留，也
是沉甸甸的责任。

“留下来！和官司桥村的乡亲
们一起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李
强选择留下，继续着他念兹在兹
的扶贫事业。

“扶贫书记叫李强，脱贫致富
工作忙；走东家串西家，理清思
路搞规划；刘家栽果树，张家养
鸡羊；帮建温棚促增收，激励群
众奔小康……”8 月 30 日，记者
到官司桥村采访时，听到了村民
创作的顺口溜。

驻村至今，李强已经在官司
桥村工作生活了一千多个日日夜
夜。这个出生在内蒙古的豪情汉
子把这里当作了第二故乡，倾注
了满腔热情，下足了“绣花功

夫”，带领官司桥村闯出了发展新
天地。如今，该村实现脱贫91户
411 人，脱贫家庭人均年收入达
4500元以上。交出这样的扶贫成
绩单，乡亲们赞不绝口！

“李书记刚来的时候，村委会
大院只有几间土坯房，院子里的
荒草有半米多高。你瞧瞧现在，
这一排崭新的房子是党群活动中
心，院里还有群众文化舞台，平
整的水泥地上摆放着几盆鲜花，
美着哩！”该村两委干部张保星
说。

要想富，靠支部。李强深知
党支部建设对官司桥村脱贫致富
的引领作用。在他的积极协调
下，官司桥村建起了党员群众服
务中心、党建宣传活动阵地，规
范了党员管理制度，全村党员队
伍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党员干
部的凝聚力、战斗力全面提升。

这几年，官司桥村家家户户
都见证了村里翻天覆地的变化。
村里26条泥土路全部硬化，平整
干净的水泥路通到了村民家门
口；优质深井水供到了每家每
户，彻底改变了村民吃水难、水
质差的问题；71盏LED路灯不但
照亮了村民的夜路，还开启了大

家健身酷走、跳广场舞的欢乐夜
生活……

如今，官司桥村农业合作社
成立了，投资40万元的蔬菜大棚
建设项目已经进入尾声，贫困
户、村民们依托合作社发展特色
蔬菜和水果种植业，实现脱贫致
富奔小康的愿望指日可待。

记者手记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组织派

我来扶贫，我就该让老百姓满
意！”谈起扶贫工作，李强的话很
朴实。他的妻子，舍弃了北京的
事业，来到偏远农村为丈夫洗衣
做饭的韩蕾蕾的话也很朴实：“他
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如果他的身
体累病了，我挣再多钱有啥用？”

在李强家，朴实无华是一种
家风，无言却最有力量。这种力
量让李强甘心坚守，立誓带领贫
困村的乡亲们脱贫致富奔小康；
这种力量让李强把群众的需求当
成人生的追求，满腔热情地投身
扶贫事业。

扶贫干得好不好，群众心里
有杆秤。官司桥村的乡亲们用力
按下的每一个红手印，是大家对
李强的深情挽留，更是对这位扶
贫干部的信任与褒奖。

红手印挽留扶贫好干部
——记市人防办驻郇封镇官司桥村第一书记李强

李强（右）正和村干部商讨大棚建成后的果蔬种植分布规划。
本报记者 王 颖 摄

（上接第一版①）广大教师的幸福感、荣誉
感和获得感进一步增强。在市委、市政府的
带领下，全市上下关心支持教育事业发展，
为教育办实事、办好事，形成了尊师重教的
浓郁氛围，为焦作教育事业健康快速发展创
造了良好环境。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希望全市广大教
师和教育工作者始终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以
立德树人为根本，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严谨治学、潜心育人，更好地满足广
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质教育需要，为焦
作在中原出彩中出重彩、更精彩贡献教育力
量，以优异成绩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最后，衷心祝愿全市教师和教育工作者
节日快乐、工作顺利、身体健康、阖家幸
福!

中共焦作市委
焦作市人民政府
2019年9月10日

（上接第一版②）城区河道综合治理项目8
月8日举行了4条河道综合整治集中开工仪
式；十大工业重点项目方面，今年1~8月实
际 完 成 投 资 22.46 亿 元 ， 占 年 度 计 划 的
63.8%，大部分项目都能按计划顺利推进。
各级各部门要抢抓机遇，抓住当前黄金施工
期，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坚韧的斗志、
更加务实的举措，加快推进各项工作，确保
全市中心工作圆满完成。

刘涛强调，要聚焦突出问题，查明工作
推进缓慢的原因，制定有力措施、创新工作
方法，加大推进力度、抓紧整改落实，对各
项目早立项、早储备、早招标、早动工，确
保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要
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坚定工作信心，以全
市即将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活动为契机，从思想认识、工作作风上
认真总结反思、查找问题，深刻分析原因、
科学制定措施，抢抓一切时间和工作进度，
全力以赴推进中心工作顺利完成。

（上接第一版③）近年来，中站区聚焦城市
发展短板，持续深化“四城联创”，人居环境持
续改善，城市品质显著提升。但由于地处城郊，
基础设施薄弱，一些单位和部门疲于应付，街道
社区孤军奋战，群众参与度不高，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四城联创”成效。

“创建是载体，也是检验党员干部作风和能
力的试金石。发挥好各行业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
用和党员志愿者的模范引领作用，激发居民的参
与热情，是创建的关键。”中站区有关部门负责人
说。

为此，中站区从9月份起抓党建带群建促创
建，在全区开展“守初心、担使命，‘四城联
创’我先行”活动。区委组织部向全区广大党
员、辖区居民、志愿服务队发出倡议，组织全区
300个党组织和8000名党员分赴各街道社区、楼
院小区、主次干道等“四城联创”第一线，利用
每周五下午两个小时和周六全天开展活动，带动
广大居民齐心协力搞创建。

活动中，该区各行业党组织还注重发挥部
门、单位的职能优势，创新活动形式，以“支部
扎实做实事、党员带头做好事”为主题开展“菜
单定制”服务活动，由社区楼院党组织动员驻区
单位、辖区居民和在职党员开展“四点半学校”

“邻里守望”和文明督导、平安巡逻等活动，广
泛开展文明好家风、巾帼志愿者服务等特色活
动，不断提高群众知晓率，提升群众参与度，提
振居民精气神，真正把创建的过程变成凝聚民
心、集中民智、改善民生的过程，在全区形成

“人人关心创建、人人支持创建、人人参与创
建”的良好氛围。

（上接第一版④）完全颠覆了我的
固有观念。”来自河南理工大学机
械学院的大四学生朱瑞说。

观看升国旗、企业宣传片和厂
区沙盘模型……参观者还戴上安全
帽实地参观了磨煤机运转层、13.7
米运行平台、集中控制室，看工作
人员进行调控，实地了解了火电企
业是怎么把燃煤变成电力，以及公
司在社会责任、安全生产、节能减
排等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
效。

“大家看这座烟囱排出的烟
气，它的烟尘排放是每标准立方米
2毫克，真正实现了污染物超洁净
排放，远优于国家超低排放标
准。”工作人员介绍。

听上去不可思议，事实确实如
此——烟气想要“洗白”，必须经
过脱硝、静电除尘、脱硫等工序的
多重处理。为此，该公司先后投入
约9亿元，在区域内率先完成超洁
净改造工程，用实际行动践行绿色
发展理念。

通过实地了解，让社会各界的
代表对火电厂的印象有了很大的转
变，纷纷在留言板上描绘出自己眼
中绿色环保的华润电力。该公司副
总经理孙红亮表示，开展电厂开放
日活动，目的就是让市民走进来了
解、感受华润电力在“绿色发展，润
泽生活”方面所作的努力，公司将继
续用实际行动承担央企社会责任，
为推动地方建设砥砺前行。

昨日，沁
阳市柏香镇伏
背村，河南益
康堂实业有限
公司的员工在
生 产 红 薏 米
茶。近年来，
该公司种植红
薏 米 300 余
亩，加工生产
的红薏米茶深
受 消 费 者 青
睐，市场前景
广阔。

本 报 记 者
杨 帆 摄

连日来，解放区在中小学校开设垃圾分类课堂，采取“课堂
教学+实践动手”的形式，让孩子们轻松掌握垃圾分类技能，主
动当好垃圾分类宣传员与践行者。图为昨日，解放区映湖路小学
二年级小学生正在课堂上动手分类垃圾。 李良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