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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强化督导案件办理工作
现场核查整改结果
6 月 13 日，省第 16 督查组、三门峡交办案件督查专项工作小组对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的两起已办结
案件进行现场核查，确保高质高效办理交办案件，给人民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

□时报记者 卢仙格 特约撰稿 常虹

群众举报越海华府小区楼下饭店存在油烟、噪声污染
据记者了解， 群众之前反映
湖滨区五原路越海华府小区 5 号
楼楼下 5 家饭店的风机噪声扰
民，排烟管道油烟污染环境。 省督
导组一行对三门峡市湖滨区五原
路越海华府小区 5 号楼 5 家饭店
油烟扰民案件办理结果进行现场

核查。
在现场，记者看到 5 家饭店已
按照案件办理人员要求将风机全
部拆除， 烟道从店内延伸至楼体
北侧，远离居民楼，改变了烟道走
向，并将风机用隔音箱整体包裹，
最大限度降低噪声音量。 同时，市

城管局已对 5 家饭店下达了 《限
期整改通知书》，并委托第三方监
测机构对 5 家饭店的噪声和油烟
排放进行检测， 待检测报告出具
后， 市城管局将按照有关规定责
令超标排放的饭店整改。

“污染猪场”已经整改到位
交口乡政府责令该养猪场在限期内关停
另外，督导组一行对群众反映
的湖滨区交口乡杨家沟村创新养
猪农民专业合作社粪便污染案件
办理情况进行现场核查。
据记者了解，群众反映该合作
社粪便未经过发酵处理直接堆放
路边， 污水排入田地渠内渗入地
下， 该养殖场距学校和居民区较
近，污染扰民。 经现场核查，创新
养猪农民专业合作社有猪舍 10
栋，每栋存栏 60 头。 经现场查看，

群众反映的每栋猪舍终端的堆粪
场覆盖不到位问题已经整改；露天
明渠已经加盖封闭，场区道路已清
扫冲洗。 养殖场已安排专人每天
对场区清扫一次，两天对猪粪清运
一次。
对于此案件，湖滨区交口乡政
府已决定对该养殖场进行限期关
停，养殖场生猪只出不进，利用学
校即将放假的两个月时间，对存栏
生猪有计划销售处理， 确保在 9

月 1 日学生开学前清空存栏；将
原有场舍改作其他生产用房。 在
未完成搬迁前，对堆粪场实行严格
监管，减少气味扩散。
市交办案件督查专项工作小组
负责人表示，要对中央环保督察组
交办的每起案件都进行全过程跟
踪督导核查，确保把每个案件都办
成铁案，切实为三门峡环境保护工
作作出贡献。

弘扬中医文化 助力全民小康
三门峡市第三届中医药文化宣传周活动正式启动

本报讯（时报记者 杨俊）6 月
13 日上午， 由三门峡市卫计委主
办， 三门峡武强中医院承办的三
门峡市第三届中医药文化宣传周
活动正式启动。 市领导王振清、肖
群兰、李俊江等出席启动仪式。 三
门峡市卫计委主任任晓云致辞。
任晓云在致辞中说，中医药文
化的科普宣传工作对营造良好的
中医文化氛围、 推动中医药事业
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三门峡市

中医药文化宣传周活动已连续举
办了两届，活动内容丰富，参与面
广，受众广泛，效果良好，为广大群
众普及中医药防病治病知识，倡导
科学养生保健方法。希望全市各级
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中
医医疗机构积极参与到活动中来，
突出中医特色， 创新活动形式，开
展各种中医药文化宣传活动，让更
多的群众感受到中医药为健康带
来的便利和中医文化对和谐社会

建设的重大意义， 有力推动全市
中医药事业快速发展。
三门峡武强中医院院长李武
强表示，宣传推广中医药文化，让
中医药更好地服务百姓， 是全市
广大中医从业者的责任和梦想。
武强中医院愿意与全市广大中医
同道一起努力， 将三门峡市第三
届中医药文化宣传周活动办得更
好，更加精彩纷呈，让更多的群众
得到中医药文化的熏陶， 并从中
受益。
据了解， 本届中医药文化宣
传周的主题是“弘扬中医文化
助力全民小康”。 活动从 6 月 13
日开始至 6 月 19 日结束。 活动周
期间将开展中医理疗器械展示及
免费体验、 中医专家养生讲座、中
医药实物展、河南省中医药学会疼
痛分会豫西学组年会暨北京中日
医院疼痛专科医联体授牌仪式、中
医传统文化宣传湖滨站、 陕州站、
灵宝站千人大讲堂等系列学术交
流活动。

三门峡市工商局
积极开展大气污染防治
督导检查
本报讯 （时报记者 陈晓萍）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
央、省、市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决策部署，做好中
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在我市开展“回头看”期间的
相关工作，进一步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力度，三门
峡市工商局抽调 65 名工作人员，成立 10 个督导工作
组，从 6 月 6 日开始，对各县（市、区）工商质监局，市
工商局直属各分局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进行督导检查。
各督导组迅速深入所有乡、镇（街道），采取召开
座谈会、听取现场汇报、查阅资料、现场明查、暗访询
问等方式，对各县（市、区）开展无死角、全覆盖、无盲
区式督导检查。
经过各督导组一周的努力，共检查乡、镇（街道）
66 个， 走访询问群众 272 名， 检查散煤销售点 114
个，检查集贸市场 34 个，检查居民小区 25 个，检查经
营商户 356 户，检查重点区域（省、市、县交界处，重要
路口、背街小巷等）19 个，检查垃圾中转站、垃圾堆放
处 34 处，检查加油站 133 个；发现 6 类问题 54 个，已
分别向各县（市、区）政府下发督办通知，目前 21 个问
题已完成整改工作。
下一步，该局将严格对照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
工作的各项要求， 正确看待当前存在的短板和问题，
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严、真、细、实、快”为标准，督
促各县（市、区）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整改，
对照问题台账逐一销户。 该局将再次派出督导验收组
对各县（市、区）完成整改的问题进行核实验收，确保
各项工作真正落实到位。

市林业和园林系统
全力做好扬尘管控工作
为进一步改善环境卫生质量， 切实做好扬尘管控
污染整治工作，自 5 月下旬以来，市林业和园林局按照
全市统一部署，全面动员，及时制定下发了《三门峡市
林业和园林局城市清洁大行动工作方案》《扬尘管控和
绿地管理工作方案》，积极开展扬尘管控工作，取得了
明显成效。
目前，该局累计冲洗绿篱模纹 12 万平方米，冲洗
行道树、 园区乔木 5 万余棵， 冲洗道路 10 万余平方
米，冲洗广场 78000 平方米；市区崤山路、黄河路、甘
棠路、大岭路、六峰路、上阳路 6 条道路行道树安装玻
璃钢树池篦子 3866 个，共计 5214 平方米；每天擦洗
垃圾箱 500 多个、 坐凳 300 多个、 各类标识指示牌
200 多个， 累计清扫及清理垃圾箱垃圾 10 余立方；黄
土裸露治理共计栽植扶芳藤、 麦冬、 草坪等地被植物
11285 平方米。 其中，涧河公园栽植扶芳藤 2200 余平
方米；虢国公园栽植草坪 5000 平方米；陕州公园栽植
麦冬、鸢尾 310 平方米；黄河公园栽植麦冬 472 平方
米，鸢尾 183 平方米，草坪 1220 平方米；绿化工程管
理处崤山路栽植麦冬 600 平方米；园林科研所栽植麦
冬 600 平方米；湿地公园栽植麦冬 200 平方米，草坪
500 平方米；清理园区枯枝杂草、白色垃圾、水面杂物
等 1150 方，其中，涧河管理处清理打捞河道水面垃圾
40 余车 120 余方。
（王林林 秦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