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山产业集聚区

7

个月减烧标准煤

1500

吨

减少排放二氧化碳4200吨、粉尘1020吨

本报讯 （记者 任宪成 张

忠诚）

8

月

9

日， 记者在位于金山产

业集聚区的金山热力公司控制室

看到， 该公司的供热计量累计达

1

万吨。 公司总经理李景兆告诉记

者， 按生产每吨热能耗煤

150

公斤

计算， 用上公司的清洁热能后，园

区少燃烧标准煤（发热量为

8000

大

卡的煤，一般煤的发热量为

5000

大

卡）

1500

吨， 少向大气排放二氧化

碳

4200

吨、粉尘

1020

吨。

据介绍，金山热力公司是我市

应金山产业集聚区有热能需求的

企业的要求， 由市住建局牵头，市

淇滨热力公司和鹤壁煤电股份公

司共同出资筹建的。该公司于去年

成立，担负着产业集聚区工业蒸气

集中供热经营工作。公司从鹤煤热

电厂购进热能，通过管道或移动供

热车向企业供热，集中供热具有方

便、高效等优点。 该公司从投产到

现在，7个月时间减烧标准煤1500

吨。

使用热能的东昇制果公司负

责人说，不再烧煤后，厂区明显干

净了，与企业自建小锅炉提供的热

能量相比， 用上集中供热后用热

成本下降近

40%

， 每月少支出

15

万元至

20

万元。 目前园区内的飞

鹤公司、金鹤洗浴、祥隆蛋糕、天

合成饲料等企业也主动关闭了自

建的锅炉，用上清洁热能。

短 波

●

近日，市审计局联合有

关部门对各县区贯彻落实党

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

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工作

的情况进行了监督检查，要求

各县区探索和逐步推行经济

责任审计结果公告制度，把审

计结果作为干部业绩考核、职

务任免和奖惩的重要依据，对

审计查出的领导干部的违法

违纪问题依法依纪予以处理。

（魏清增）

●

淇河东高村段河道治

理工程日前启动。该工程全长

1200

米，涉及群众

120

户，占地

275

亩。 （王耀国）

YAOWEN 责任编辑：郭红艳 星期一 2012/8/13

要闻

2

上半年

我市广告监测

严重违法率为零

本报讯 （记者 马飞）

1

月

～6

月，市工商局共监测各类新闻媒体

广告

12.6

万条次，其中，重点监测

医疗、药品、保健食品、化妆品和美

容服务等

5

大类广告

3967

条次，严

重违法率为零。在省工商局组织的

对各省辖市电视广告监测抽查中，

我市广告监测严重违法率为全省

最低。 这是记者

8

月

10

日从全市整

治虚假违法广告专项行动部门联

席会议上了解到的。

据了解，此次联席会议由市工

商局、 市纠风办等共同商定召开，

旨在进一步推进《大众传播媒介广

告发布审查规定》 的深入贯彻，进

一步推动部门联席会议及全市虚

假违法广告专项整治工作的深入

开展， 建立健全广告审查制度，从

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违法广告发布。

市公安局、市卫生局、市广播电影

电视局、市文化新闻出版局、等联

席会议成员单位负责同志，鹤壁日

报社、鹤壁电视台、鹤壁网等媒体

代表以及广告行业企业代表参加

会议。会议通报了我市上半年广告

监督工作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

各大众传播媒介和广告公司代表

就加强广告审查发布和杜绝虚假

违法广告作表态发言，并发出了诚

信经营严格自律倡议。

市科技局提升服务水平

每月集中一周上门服务企业

本报讯 （记者 岳婷婷）记

者

8

月

8

日从市科技局了解到，今年

以来，我市大力开展科技服务年活

动，认真落实跟踪服务，努力提升

科技服务层次，有力地促进了我市

产业结构的升级。

为把《鹤壁市科技创新三年计

划

2012

年实施方案》落到实处，我市

把今年确定为“科技服务年”，市科

技局组织科技人员开展每月一周的

“三上门”服务活动，上门为企业宣

传科技政策、上门指导项目申报、上

门解决科技难题。目前，市科技局和

县区科技部门深入企业、上门服务

340

余人次。 全市各级科技部门及

时了解企业新引进项目、 新引进技

术、新引进人才、新产品开发、新成

果转化等“五新”资料信息，有针对

性地为企业开展贴身服务。

市科技局还先后组织有关单

位深入

9

家企业对

37

个研发项目进

行鉴定会审， 推进了企业研究开

发费用等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

进一步增强了企业开展科技创新

的积极性。 不断完善了“五库”建

设，累计更新人才库信息

715

条、项

目库

242

条、企业库

452

条、专利库

105

条、成果库

116

条，架起了政府

和企业、企业与专家、市场之间的

桥梁。

淇滨区黄河路污水管道工程完工

可解决107国道黄河路至卫河路段两侧的污水排放问题

本报讯 （记者 李雪婷）

“今天黄河路污水管道工程就完

工了。 工程完工之后，可以解决

新区

107

国道黄河路至卫河路段

两侧的生活污水直排淇河问

题。 ”

8

月

10

日，在淇滨区黄河路

与

107

国道交叉口东侧，淇滨区市

政管理处副处长李明告诉记者。

据了解， 黄河路污水管道工

程自

2012

年

6

月

10

日开工，投资

82

万元， 全长

800

米，

8

月

10

日完工。

“以前

107

国道黄河路至卫河路段

两侧没有污水管网， 雨水和生活

污水混流，都排进了淇河。这个污

水管网建好后， 这个路段的生活

污水就可以并入污水管网了，既

解决了沿路生活污水直排淇河的

问题， 也解决了黄河路以北生活

污水直排棉丰渠的问题。”李明介

绍。

记者在

107

国道淇河大桥北

侧的桥下看到， 原来流着生活污

水的排污口，已经不再排污了。附

近一位经营游船生意的船主张先

生说：“原先这个下水道一直往淇

河排污水，气味难闻极了。现在好

了， 以后这一段的淇河水将会更

加清澈。 ”

挽救生命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走进鹤煤公司救护大队

□本报记者 白雨涛

“报告！氧气呼吸器故障已清

除，可以正常使用；报告！ 医疗急

救设备到位， 可以对受伤的工人

进行紧急处理……”

8

月

8

日，当记

者走进鹤煤公司救护大队时，救

护大队队员正在进行每日的常规

训练，看到紧张有序的训练场面，

让人不禁叹服。

“挽救生命是我们

义不容辞的责任”

鹤煤公司救护大队成立于

1957

年， 目前共有

103

名队员，他

们担负起了煤矿井下突发事故的

应急救援工作， 自成立以来共完

成抢险救灾任务

1880

余起， 抢救

遇险人员

2206

人， 其中脱险

1298

人。

“我们现在拥有高倍数泡沫

灭火机、 惰性泡沫发生装置等多

种先进的大型救援设备， 并且专

业技术人员配置结构合理。 ”救护

大队大队长曾凡付向记者介绍，

“挽救生命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

任。目前，救护大队正按照管理规

范化、装备现代化、抢险科学化、

行动军事化的要求， 进行实战训

练，不断提升队伍的实战能力，为

任何可能发生的井下危险状况做

准备。 ”

为了能够更好地了解煤矿井

下可能出现的危险源和巷道结

构， 救护大队每周都会安排救护

队员深入井下亲身了解巷道的结

构， 并且为队员们购置了一条巷

道的训练模拟设施， 使救护队员

在地面上就可以模拟训练应对井

下巷道中出现的各种情况， 提高

了救护队员的救援水平， 使他们

能够在事故发生的第一时间里制

订出救援方案。

“取得优异成绩是

我们刻苦训练的结果”

“上个月，救护大队派出两

支中队参加了河南省第七届矿

山救援技术竞赛， 取得了团体

前两名、 个人全能前八名的优

异成绩， 这不仅给队员带来了

荣誉， 更是我们刻苦训练的结

果。” 在此次竞赛中获得个人全

能一等奖的救护大队的冯永庆

如是说。

在训练室的墙上， 冯永庆

指着训练时间表说， 为了能够

让队员们充分利用时间多进行

几次训练， 提高在紧急情况下

的救援水平， 救护大队让队员

们分成两组， 一组在室内做呼

吸器故障处置和医疗急救训练，

另一组在室外做综合体能和模

拟救灾训练， 然后再相互交换。

队员们每天早上

5

时

30

分开始训

练， 四项训练反复进行， 一刻

也不停歇， 到晚上队员们还进

行理论知识学习， 坐在一起讨

论白天训练中出现的问题， 以

便提高自身的救援技能， 寻求

更为合理的救援方法。

曾凡付说： “比赛结束时，

当救护大队的队员们登上领奖

台的那一刻， 他们是无比光彩

夺目的， 但是没有人知道他们

在光彩的背后付出了多少艰辛

和汗水。 没有人希望事故天天

发生， 但是我们必须刻苦训练，

为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故做准备，

为受困的兄弟撑起一片生存的

天空。”

淇县北阳镇开展“三诺两谈一问责”活动

让混日子的“村官”待不稳

本报讯 （记者 康世甫 通

讯员 张志峰）“我们新发展了两名

党员”、“村里新修路

3500

米”、“进行

电网改造后，村里

20

年内不用担心

用电问题”……在日前淇县北阳镇

举行的村“两委”负责人述职评议会

上，

58

名“村官”结合年初承诺，从基

层组织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和为群

众办实事好事等

６

个方面向镇党委

述职述廉，接受公开评议。

近年来，淇县北阳镇强化基层

组织建设，突出民主法治管村，开展

了“三诺两谈一问责”活动，年初村

“两委” 班子和干部要结合实际，向

全体群众公开承诺，并按承诺内容

全年践诺，村“两委”干部每季度向

党员、群众述职，年底村“两委”负责

人向镇党委述职，接受镇党委、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和党员群众代表对

践诺效果的测评。 史庄村党支部书

记史培安说：“开展村官述职述廉，

接受民主评议，感觉领导和群众的

眼睛随时都在盯着我们，不好好工

作，兑现不了年初的承诺，咋向领导

和群众交代？ ”

按照规定，村“两委”干部不仅

要“晒”成绩、找不足、说打算，更要

接受满意度测评。对测评为基本称

职的村干部，其服务区党总支和镇

党委领导要约其谈心；对测评为不

称职的干部， 除对其诫勉谈话外，

还要进行问责，且只有一次整改机

会，到年底再接受评议时，如果还

是不称职，将面临“下课”的危险。

段窑村地处西部山区，交通不

便，开展“三诺两谈一问责”活动以

来，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坐

不住了，他们多方争取资金，新打

并配套

100

米以上深井

4

眼，铺设地

埋管道

3000

米，对全村电网进行了

改造，还筹资

50

万元，硬化了村内

道路，大大改善了全村群众的生产

生活条件。

“机制变，活力现。开展此项活

动， 为村干部搭建了比业绩的擂

台、展示成果的看台、接受‘挑刺’

的平台，既重组织认可，更重民主

评议，让守摊子的人坐不住，让混

日子的‘村官’待不稳，激发了他们

干事创业的热情，形成比赶超的局

面，最终受益的是广大群众。”镇党

委书记辛守勇说。

我市新型农村社区

2.8

万居民实现就业

就业率达93%

本报讯 （记者 解静怡）

“培训班开到了家门口， 不出家

门就免费学到了电焊技能， 现在

我在县城找了一份电焊工作， 每

月工资

1500

元， 算起来比种地一

年的收入还高。”

8

月

9

日， 浚县

中鹤社区的冯士峰告诉记者。 像

冯士峰这样的新型农村社区居

民， 目前我市共有

4.9

万人， 其中

16

岁至

60

岁劳动力

3

万人，为解决

他们的就业和保障问题， 我市进

行了一系列探索， 保障他们的待

遇和利益。

开展就业服务，强化

技能培训

“在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

过程中，我们开展了定向、订单免

费技能培训， 组织培训机构开展

送师资下乡、 送设备下乡、 送教

材下乡活动， 将电动缝纫机、 电

焊机等培训设备拉到农村， 先后

在鹤山区高家窑等村开设了电焊、

电动缝纫、 装潢、 电子、 烹饪、

种植养殖等

20

个专业的技能培

训。”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

局长安荣林说。

除了强化培训外，我市还大力

宣传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印制优

惠政策问答等宣传资料，让大家能

够免费享受职业介绍等就业优惠

政策。

鼓励自主创业，加强

贷款扶持

“我参加了政府举办的创业培

训后，有了一定的创业基础，又顺

利地得到了创业扶持资金贷款，现

在我创办的木料加工厂已经顺利

投产。 ”淇县朝歌办事处西街村的

郭翠兰告诉记者。 目前，我市已先

后为像郭翠兰这样的产业集聚区

内的群众提供创业扶持资金

820

万

元，其中

232

位成功创业，带动

1069

人实现就业，实现了创业带动就业

的倍增效应。

据了解，我市积极鼓励有一定

经济基础和经营头脑的居民自主

创业， 免费为其提供创业培训、项

目交流、开业指导、创业实习等一

系列创业服务。对有创业能力和有

创业愿望的，加大援助力度，开展

帮扶工作。

实现劳动力与企业

对接，扩宽就业渠道

“我们参加了区、市举办的专

场招聘会， 吸收了不少附近农民，

有效解决了企业的用工问题。 ”新

中源陶瓷鹤壁生产基地有关负责

人说。

与新中源陶瓷鹤壁生产基地

一样，市天海集团、飞鹤股份有限

公司等多家企业均通过参加招聘

会等形式实现了与当地群众的有

效对接。

“我市将着眼点放在产业集聚

区招商引资重点企业上，建立起招

商引资重点企业联系制度，成立了

产业集聚区（工业园区）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定期对产业集

聚区（工业园区）内群众进行走访

调查， 收集用工信息并及时发布，

建立就业和培训台账，为企业推荐

群众就业。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就业处周庆超说。

我市还充分利用街道社区就

业服务平台，大力开发社区管理和

服务类的公益性岗位。并将商贸流

通、 餐饮等行业作为就业增长点，

优先安排失地农民经营摊位。 目

前， 新型农村社区

2.8

万居民实现

就业，就业率达

93%

；参加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

2.4

万人、 企业职工养

老保险

0.3

万人、 城乡居民医疗保

险

0.8

万人。

走

基层

转

作风

改

文风

全省各地广大干部从《中原崛起的强力

引领》中得到深刻启迪

尊重发展规律

尊重人民意愿

据河南日报消息 “《中原崛

起的强力引领》 一文立足全省、站

位宏观，清晰地阐明了为何引领蕴

含着创新、引领意味着突破、引领

承载着希望， 把基层正在想、正

在做、 正在探索的许多问题说透

了。 ”

8

月

10

日，全省各地广大干部

在学习河南日报大型政论、“新九

论” 第六篇———《中原崛起的强力

引领》时表示，以新型城镇化为引

领，走好“两不三新”三化协调科学

发展之路，要着眼全局、遵循规律，

以人民意愿为重，一步一个脚印地

把亿万中原父老的热切期待变为

美好现实。

“解决‘三农’问题，破除城乡

二元差别，可以说，是我们河南干

部的一个情结，一种追求。 而引领

之策，找准了破解‘三化’协调难题

的突破口，抓住了推进城乡统筹发

展的关键点，是科学发展观在河南

的生动实践。 ”濮阳市委书记段喜

中说，“濮阳将坚定不移地落实引

领之策，探索引领之道，发挥引领

之效，夯实引领之基，把濮阳建设

成石油化工、煤化工、盐化工‘三

化’融合链接的示范区、中原经济

区重要的出海通道、中原经济区与

环渤海经济圈衔接融合的前沿、省

际交会区域性中心城市。 ”

汤阴县委书记唐献泰振奋地

说，近年来，汤阴县坚持以新型城

镇化为引领， 初步探索出以产带

城，产城融合，“三化”互动促进城

乡统筹发展的路子。 目前，全县已

有

10

万农户参与到农业产业化经

营中， 转移农村劳动力

14.9

万人。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城镇宜

居’战略，全力打造安濮鹤经济板

块重要战略支撑县”。

“文章读过让人生胆气，更生

智慧。 ”

8

月

10

日，指着案头河南日

报刊发的《中原崛起的强力引领》

一文，沁阳市委副书记、市长魏新

洪颇多感慨。 他说，建设新型农村

社区， 是新型城镇化引领的“题

眼”， 顺应沁阳市大多数已经转移

到二、三产业的农民的意愿，沁阳

市规划的新型城镇化引领之路是：

建好中心城区、

6

个建制镇和

15

个

新型农村社区，从而让“引领更有

力，主导更强劲，基础更坚实”。

“怎么走好引领之路？ 文章解

答了基层干部的疑问，读后我深感

振奋。 ”新安县铁门镇镇长李卫星

说，铁门镇是全省百强乡镇，随着

经济不断迈上新台阶，建设用地受

到制约， 群众期待改善居住环境。

今年， 镇里规划并加紧建设学校、

超市、医疗、健身、交通等一应俱全

的滨河新型社区、龙安社区，许多

群众纷纷报名购房。“有人计划在

社区周边企业务工，不少外出务工

者也打算回乡创业哩”。

日前，由团市委、市志愿者联合会联合举办的市百名“寒门学子”微笑成长夏令营活动在淇滨区淇水诗苑开营。我市2 0 0 名品学兼优的贫

困家庭学生和1 4 名志愿者一同游览了淇水诗苑、新区南部综合服务功能区“9 + 1 ”重点工程，并观看 3 D电影。 图为志愿者在为孩子们讲解淇

水诗苑里的诗句。 本报记者 解静怡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