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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我市彻查“速生鸡”

举报电话：3367800

本报讯 （记者 李雪婷）

央视曝光山东六和集团收购

“速生鸡” 并配送给上海肯德基

等快餐店一事后， 引起社会的

强烈反响。 即日起， 我市将在

全市范围内开展“速生鸡” 彻

查行动， 这是日前记者从市食

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的。

此次彻查行动要求各县区

和相关职能部门要以查养殖档

案为基础， 重点检查肉鸡养殖

企业 （养殖场、 养殖户） 调入、

调出及饲养、 用药、 用料、 免

疫、 消毒、 死淘等情况， 严厉

打击滥用抗生素、 激素类药物，

超剂量、 超范围使用兽药， 使

用原料药、 人用药等违法行为。

严把检疫关， 做到有宰必检，

严格按照检疫规定出证。 同时，

要对全市快餐店等餐饮服务企

业购进使用的鸡肉进行检查，

重点检查其来源和检验检疫情

况。 一旦发现生产、 经营、 使

用的鸡肉中含有禁用兽药成分，

要立即采取有效措施， 依法严

肃查处。 同时要按照 《鹤壁市

食品安全信息发布制度》 的规

定， 及时公布信息。

据悉，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已经率先组织执法人员对

淇滨区德克士、 麦克汉姆等

8

家

快餐店原料鸡的购进使用情况

进行了突击检查。 发现这些快

餐店原料鸡购进渠道规范、 索

证索票到位， 台账记录完备 。

其中，

5

家快餐店从河南大用公

司购进原料鸡，

3

家快餐店从鹤

壁永达食业有限公司购进原料

鸡， 未发现购进使用山东六和

公司和盈泰公司的产品。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工

作人员表示， 广大市民如在餐

饮 环 节 发 现 问 题 ， 可 拨 打

3367800

进行举报。

社区党建让百姓受益

———淇滨区社区党建工作见闻

□

本报记者 李雪婷

走进淇滨区的各个社区，只

见便民服务大厅里，前来咨询、办

事的人络绎不绝；翰墨飘香园里，

书法爱好者尽情挥毫泼墨； 棋牌

室 内 ， 居 民 们 悠 闲 地 下 棋 打

牌……这些都是淇滨区各个社区

党总支为方便社区居民而搭建的

服务平台。 淇滨区通过社区党建

工作， 不仅有效化解了群众之间

的矛盾，更在服务群众时，主动作

为，创造了和谐向上的社区氛围，

让居民受益。

完善服务平台

居民生活更方便

“老师，这道题应该怎么做？ ”

“老师 ， 这个字 的 拼 音 要 怎 么

拼？ ”……日前，在福源社区“四点

半学校” 课业辅导室里的孩子们

正在认真地做作业， 几位退休教

师和退休党员正在给孩子们辅

导。

淇滨区福源社区党总支书记

郭银生告诉记者 ： “家长工作

忙， 孩子放学后没人管。 为解决

这个问题， 我们社区党总支组织

辖区内退休党员和退休教师建设

了‘四点半学校’ 。 ” 郭银生表

示， 要搞好社区党建工作， 就要

主动服务， 为社区居民搭建各种

服务平台， 让社区居民生活得更

方便。 为此， 福源社区投资

56

万

元对办公服务场所进行了升级改

造， 建成了

2200

平方米的社区综

合服务中心， 还建设了“四点半

学校 ”、 文艺中心 、 超市、 医疗

服务中心等便民设施。

据了解，近两年来，淇滨区在

党建工作中投入社区场所新建 、

改造、升级资金达

3000

多万元，建

成了福源、福田、怡乐园、佳和、长

城等

10

个功能齐全的示范性社

区， 社区内各种服务设施一应俱

全。

居民参与社区管理

归属感不断提高

和玉琢是淇滨区怡乐园社区

的一名退休干部， 他还有一个身

份———怡乐园社区老干部调解团

的调解员。 居民间的邻里纠纷 、

居民跟物业的矛盾、 商户与居民

的矛盾等， 他都能处理得顺顺当

当。

在怡乐园社区， 像和玉琢这

样的“五老人员”发挥余热 、参与

社区管理的人不在少数。 淇滨区

怡乐园社区党总支书记崔海清介

绍：“社区管理和服务工作需要我

们社区居民的参与， 我们党总支

引导社区内热心公益事业的‘五

老’，即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

老教师、老劳模，根据自己的专业

特长，组建了社区党建指导队、老

干部矛盾调解服务队等

5

支‘五

老’志愿者服务队。 ”

不仅“五老 ”人员，任何热心

公益的居民都可以成为淇滨区社

区管理和服务工作的参与者。 根

据居民的不同爱好和特长， 桂鹤

社区党总支开设了“百家讲坛”，

让博学多才的人有了表现的天

地；迎宾社区党总支创办了“社区

报纸”《迎宾人》，让喜欢写作的居

民有了共同交流的场所； 牟山社

区党总支建起了“讲文明小剧

场”，让热爱表演的居民有了展示

才华的舞台……

“社区党建让我们有机会管

理和服务社区， 不仅增强了居民

之间的沟通交流， 更提高了咱们

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

和玉琢表示。

创党建品牌

提供全方位服务

“一直找不到称心的工作，最

后还是佳和社区的党总支帮我解

决了就业问题。 ”年轻的寇瑞强穿

着一身蓝色的保安制服， 显得特

别精神。 他现在是裕隆福田生活

广场的一名保安人员， 这份工作

就是佳和社区党总支向裕隆福田

生活广场推荐的。

佳和社区党总支根据辖区内

商户集聚的特点，积极探索“商圈

党建”之路，使党的组织工作延伸

到各大商户中。 社区党总支还协

调裕隆福田生活广场、 新春时代

广场举办多次招聘会， 使社区

62

名失业人员实现就业， 还帮扶救

助了

100

多户困难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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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首部儿童剧《小蝌蚪找妈妈》

将在琨格儿童之家亮相

时间：2013年1月1日下午5时

本报讯 （记者 靖桂宇 见

习记者 席蕊） 由琨格儿童之家与

中央戏剧学院联合创作的我市首部

儿童剧 《小蝌蚪找妈妈》 将于

2013

年

1

月

1

日下午

5

时在琨格儿童之家

四楼少儿演播厅首演。

儿童剧 《小蝌蚪找妈妈》 讲述

了一个简单却动人的故事， 小蝌蚪

认为青蛙不是自己的妈妈， 于是开

始了一场有趣而感人的寻亲之旅，

经过重重艰难险阻， 妈妈的形象也

愈加清晰， 一次次的化险为夷中，

亲情也得到了升华。

该剧的编剧兼导演姚远介绍，

这部儿童剧被称为中国版的 《海底

总动员》， 通过童话般的旅程让孩

子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家庭的含义、

亲情的意义， 并用积极的引导方式

激发孩子们的创造力。 届时， 千奇

百幻的舞台设计、 漂亮可爱的演出

服装， 加上小演员的感染力， 将会

带孩子走进一个美丽、 神秘的魔幻

世界。

琨格儿童之家品牌管理中心经

理刘伟说 ： “琨格儿童之家提倡

‘爱的教育’， 让孩子们在欢乐中成

长。 这次参加表演的

11

个孩子从

4

岁到

8

岁不等， 经过一段时间的彩

排， 他们已经懂得了爱和责任。 今

天彩排时有个‘小蝌蚪’ 生病了，

还坚持来参加。” 这部儿童剧将于

2013

年

1

月

1

日、

2

日、

3

日下午

5

时

在琨格儿童之家少儿演播厅连演三

场。

“泳”斗严寒 其乐无穷

———记我市的淇河冬泳爱好者

□

本报见习记者 席蕊

在鹤壁有这么一群人，他们

不畏严寒，每天坚持在淇河劈波

斩浪，他们矫健的身影成了淇河

上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最大的冬泳爱好者

已经

73

岁了

12

月

18

日早晨

4

时半， 当记

者来到淇河新区段，在允许游泳

的区域已有冬泳爱好者在岸边

热身了。 他们身着游泳短裤、头

戴泳帽，热力四射的精神面貌和

冰冷的河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61

岁的退休工人周好生告诉记

者，有

30

多个冬泳爱好者每天都

来这里游泳， 一年四季从不间

断， 即便是数九寒冬河水结了

冰， 他们也会砸开河面坚持游

泳。

“冬泳贵在坚持， 是个循序

渐进的过程， 从夏天开始逐渐

适应水温和天气的变化， 到冬

天就不怕冷了。 我们冬泳协会

年纪最大的已经

73

岁了， 除了

大年初二闺女回家走亲戚外 ，

他每天都来， 就像吃饭睡觉一

样， 成了一种习惯了。” 市民陈

康看到记者来采访， 忍不住介

绍了起来。

冬泳有益身心健康

市人民医院大内科及心内

科主任李云富介绍说：“冬泳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的紧张

情绪，还能减轻一些病痛。 在冬

泳过程中，人体为抵御寒冷产生

的大量激素，特别是肾上腺素会

使冬泳者精神振奋，身心得以放

松。 另外，冷水对皮肤产生的刺

激能够使血管急剧收缩，有助于

改善血管的弹性和预防心血管

疾病，从而防治腰腿疼痛和风湿

性关节炎。 ”

61

岁的市民宋国华两年前

才开始冬泳，算是冬泳爱好者的

新生力量了。刚刚从水里上来的

他脸色泛着健康的红润，“我以

前脊椎不好， 还有风湿性关节

炎，两年前听从医生的建议开始

冬泳。 说也奇怪，这两年毛病全

好了，身体硬朗了不少，就连感

冒都没得过”。

锻炼身体的同时

交交朋友也不错

早上

6

时许， 陆陆续续地又

来了十几个冬泳爱好者，他们边

换衣服边聊天，谈笑间丝毫不畏

惧天气的寒冷，做了几个热身动

作后，“扑通”一声就跳入了河水

中。

“今天的水比昨天的凉 ，游

了百十米就坚持不住了。 ”

57

岁

的郭凤英和付淑凤是这群冬泳

人中的“姐妹花”，冬泳让她们结

下了深厚友谊，虽然已经

50

多岁

了，可她们看上去似乎只有

30

多

岁，常年冬泳使她们的身体和心

理都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郭凤

英说：“退休以后没什么事，反倒

是冬泳让我认识了一群趣味相

投的朋友。且不说冬泳能增强我

们的疾病抵抗力吧，光认识的这

些朋友就能给我带来实实在在

的快乐。 ”

严重器质性疾病

患者不适合冬泳

冬泳虽然深受大家喜爱 ，

但并不是人人都适合。 市人民

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张志良说 ：

“冬泳有很多好处， 但一定要谨

慎， 要听从医生的意见。 初学

者更要量力而行， 得根据水温、

天气、 自身条件科学游泳。 患

有严重器质性疾病如心脏病 、

冠心病、 肺结核、 肝炎、 胃病

以及呼吸道疾病的人不适合冬

泳， 另外精神病患者和皮肤病

患者也不建议冬泳。”

省侨联副主席姚新文到鹤

为困难归侨送温暖

本报讯 （记者 王利英）

12

月

27

日上午， 省侨联副主席姚新文到

我市看望慰问我市部分困难归侨，

向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温暖以及节

日的问候。

居住在淇滨区军民花园的归侨

汪爱卿是我市困难归侨重点救助对

象之一。“家里有几口人？ 经济来源

有哪些？ 生活有什么困难？ ”姚新文

关切地询问汪爱卿的生活情况。 汪

爱卿说， 市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同志

经常到她家看望， 给她解决了许多

困难，现在生活挺好的。

姚新文随后又来到归侨孙明华

家，当得知她长期患病，便关切地询

问她的病情和治疗情况， 告诉她有

困难就找党和政府、地方侨联。孙明

华激动地说，归国以来，党和政府一

直没有忘记过她， 无论是在工作上

还是在生活上， 都给予了她很大的

帮助，心中感到非常温暖。 她表示，

一定好好养病，发挥作用，为鹤壁发

展做点儿事。

姚新文对我市侨联工作给予了

高度评价，她说，多年来，鹤壁市侨

联在当地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在维护归侨侨属权益、 为侨服务方

面做了大量工作， 受到了中国侨联

和省侨联的充分肯定， 希望各级侨

联组织要更加关心归侨、侨眷，认真

解决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为

构建和谐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市举行创建

国家森林城市报告会

本报讯 （记者 席波 李雪

婷）

12

月

27

日，我市创建国家森林城

市报告会在人民会堂举行。 省林业

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樊

巍， 河南农业大学留美博士李永生

就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的内涵、 森林

城市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

以及相关知识作了深入浅出的报

告， 使参会人员进一步坚定了全面

完成创森目标的信心。 副市长刘文

彪出席报告会。

市委、 市政府今年作出了在两

年内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的重要决策

后， 我市有关部门和各县区迅速行

动，全面展开创森工作，目前，创森

工作已取得明显成效。 为进一步增

强全市干部群众的创森信心， 明确

创森目标和创森的具体指标， 搞好

下一步创森工作， 力争按期完成创

森目标任务，市政府专门邀请樊巍、

李永生到我市作报告。

报告会上，樊巍 、李永生分别

作了题为《创建森林城市，促进生

态文明，建设美丽家园》和《美国林

业概况及中国城市林业发展》的报

告。 他们在报告中深入浅出地讲述

了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概念和历程，

阐述了如何全面把握生态文明的

科学内涵，以及森林城市建设和生

态文明建设的关系，并结合实际对

我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提出了自

己的建议。 两位专家的报告使在场

干 部 群 众 受 到 深 刻 的 启 发 和 触

动。

全市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培训班举办

旨在提高领导干部

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

本报讯 （记者 张心致）

12

月

27

日下午， 全市提高舆论引导能力

培训班在市人民会堂三楼会议室举

办。此次培训班旨在通过培训，提高

我市新闻发言人基本素质， 提高领

导干部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

在经济全球化、 信息网络化的

今天， 媒体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公

共力量， 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 培

训班上，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砚娟

以 《领导干部如何提高与媒体打交

道的能力》 为题， 从提高与媒体打

交道能力的重要性、 紧迫性， 领导

干部应对媒体的心态和症结， 以及

应对媒体的技巧等多个方面， 通过

具体事例 ， 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讲

解。

参加培训的同志纷纷表示， 通

过培训， 对媒体有了更加正确、 全

面的认识， 提升了自身借助媒体有

效引导社会舆论和妥善应对突发事

件的能力， 将与媒体在相互尊重、

加强沟通的基础上， 共同推进工

作。

●

今年以来，浚县善堂镇

强力推进招商引资工作，目前

已引进

5000

万元以上的大项

目

10

个， 其中亿元以上项目

9

个，实际到位资金

2.2

亿元，为

全年目标任务的

110%

。

（席波 侯国勇）

●12

月

25

日，鹤山工商分

局围绕“打假维权促发展”这

一主题，在鹤山区馨苑社区开

展了“专业法宣传社区行”活

动。 （苏杰）

●

为确保我市汽车配件

冬季质量安全，

12

月下旬开

始，市工商局专业分局开展了

汽车配件商品销售市场冬季

专项检查活动。 截至目前，共

检查了

56

家汽配销售单位和

22

家汽车

4S

店的配件质量和

商标使用情况。 （王本奎）

●

淇滨区第一中学迎元

旦跑操比赛日前在该校操场

举行。 比赛中，学生们不畏严

寒，以整齐的队列队形、有序

一致的步伐、响彻校园的口号

展现出当代中学生团结向上、

积极进取、斗志昂扬的精神风

貌。 （桑鹏）

●

连日来，淇县人民法院

积极发挥立案窗口诉讼服务

中心作用，安排专人为进城务

工人员提供导诉、答疑、代写

诉状等一站式服务。 (王树民)

交警提醒：

下雪路滑驾车应低速慢行

本报讯 （记者 岳珂） 昨晚

我市又开始降雪， 路面积雪和结冰

对车辆出行有一定影响。 日前， 记

者从市公安交通管理支队了解到，

我市自第一场明显降雪以来刮蹭、

自损事故较多， 目前尚未发生较大

交通事故。

交警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 雨

雪天路面湿滑 ， 驾车时请降低车

速， 避免紧急制动， 以防车辆侧滑

发生危险。 由于雨雪天视线受限，

驾车上路前， 请注意检查刮水器和

灯光， 行车中开启示廓灯或近光

灯； 大雪天气行车， 有条件的要安

装防滑链， 在积雪较厚的路面， 要

循车辙行驶。

冰雪路面制动距离是干燥路面

的

2~3

倍， 交警提醒， 驾驶员朋友

在驾车时要注意减速慢行， 保持与

横向、 纵向车辆的安全距离， 尽量

减少变线行驶， 避免超车； 要采取

点刹或排挡减速方式制动； 转向时

要先减速， 适当加大转弯半径， 慢

打方向盘， 以免车体失控； 行经积

雪湿滑的上坡路段时， 应在坡底等

候 ， 待前车驶至坡顶后再继续行

驶， 以免发生意外。

此外， 交警还提醒， 雪后， 从

夜晚到清晨， 地面容易形成“地穿

甲 （雪落在地面立即凝结， 光滑坚

硬如铁甲）”， 行车时最好装上防滑

链， 低挡缓慢行驶。

我省将扩大中职教育

免学费政策范围

包括民办学校

据东方今报消息

12

月

26

日，从省教育厅传来好消息，我省

将扩大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

范围，农村、城市涉农专业和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可免费读中职。

本次免学费的范围也包括民

办学校， 具体来说包括公办和民

办的普通中专（含中师）、成人中

专、职业高中（含职业中专）、技工

学校、 普通本专科院校附属的中

专部和中等职业学校等。

免学费对象包括公办中职学

校全日制正式学籍一、二、三年级

在校生中所有农村 （含县镇）学

生、 城市涉农专业学生和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 但不包括艺术类相

关表演专业学生。 对于在民办中

职学校就读的一、 二年级符合免

学费条件的学生， 按当地同类型

同专业公办中职学校免学费的标

准给予补助。

我省要求， 学校要做好

2012

年秋季学期已收取学费的退还工

作。 对于符合免学费条件的公办

中职学校一、二 、三年级学生，今

秋入学时已缴的学费， 按实际收

取的学费收多少退多少， 学费退

还最晚本月底前完成。

根据要求，

2012

年秋季学期

至

2013

年春季学期， 我省助学金

政策覆盖一年级涉农专业学生和

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以及二年级农村（含县镇）学生和

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从明年

秋季学期起， 将助学金政策覆盖

范围调整为一、 二年级涉农专业

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资助标准每生每年

1500

元。

另外，读硕士、博士研究生也

有奖学金了。《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博士国家奖

学金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

3

万元；

硕士国家奖学金奖励标准为每生

每年两万元。

校园内体验交通实践

12

月

26

日，位于济南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园内的新型“交通安全教育基地”投入使用。该教育基地由学校及交警部门联合设计建设，

模拟了城市中真实的道路基础设施及交通标志。学生们通过在教育基地亲身体验交通实践活动，学习和掌握交通法规和安全知识，提高

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能力。 图为学生们在交通实践体验场内体验交通实践活动。 新华社发（崔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