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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管理 履职尽责

省环境攻坚考核组对我市道路扬尘治理情况进行考核
信阳消息（记者郑烨）1月
日省环境攻坚考核组对我市
道路扬尘治理情况进行考核。
考核组一行先后来到市中
心医院羊山分院、 皇城嘉院项
目部， 实地察看扬尘治理情况，
对其施工工地“ 六个百分之百”
措施落实情况、 施工工地扬尘
污染防治监督员、 网格员、 管理

10 ，

员现场“ 三员” 管理工作情况进
行详细了解。 随后， 考核组又来
到312 国道进入市区车辆冲洗
站进行了察看。 考核组对我市
道路扬尘治理情况给予了充分
肯定， 并指出， 信阳市委、 市政
府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 认
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 市决策
部署，环境质量得到有效改善。

下一步， 我市各部门、 各
相关人员要严格管理， 履职尽
责， 强化措施， 切实落实主体
责任， 不断提升扬尘污染防控
水平。 同时， 市环保工作将全
面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环境保
护方针政策以及环保法律法
规， 持续深入推进信阳生态文
明建设。

安全生产我有责

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大枝干送木业企业处理利用小枝叶粉碎变绿肥改良土壤
罗山：雪压断枝变废为宝
信阳消息(陈世军黄丽)
月10日， 罗山县城主干道铲
除积雪攻坚战一结束，林业部
门专“ 吃” 树叶枝丫的“ 机械
化”部队就紧急登场，电锯声、
机器转动声仿佛想把冬日的
寒气加热似的…… 五六个工
人一组，电锯前边清理树叶枝
丫， 粉碎机紧跟其后作业， 粉
碎后的“ 绿粉” 被立即布袋装
车运走，暴雪过后凌乱的街道
经这支“绿笔”一抹，又恢复了
往日亮丽有序的面貌。
雪过后， 县城绿化树
“暴
木严重受损， 特别是香樟、 玉
兰等绿叶行道树， 近50% 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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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暴雪压断树枝丫， 处理大
雪断枝残叶是件很麻烦的
事， 不仅因树枝丫清运成本
高， 而且需很大的场地空间
堆放， 更易造成环境二次污
染。” 该县林业局局长李太友
告诉笔者， “ 为节约树枝丫外
运成本， 减轻环保压力， 我们
借鉴大城市分级处理做法， 火
速考察购买相关专门粉碎处
理设备， 立即展开清理行动，
收到了预期效果。”
在清理过程中， 该县园林
所负责人陈启忠告诉笔者：
“如
果按垃圾清运方法测算，
全城近50吨树枝，运输处理成

本高， 还没有效益。 县里科学
决策采用这种分级处理办法，
英明、经济、双赢！ 我们一是对
较粗枝干挑出运送到木业企
业处理利用， 二是对细小枝叶
集中粉碎，粉碎后的碎屑又是
很好的绿肥， 可用于还田改良
土壤， 可以说是绿色经济、 变
废为宝！”
据统计， 该县采用这种环
保处理方法， 在变废为宝产生
经济效益的同时， 还节约运
输、垃圾处理成本近5 万元。 目
前， 该项工作正在紧张进行
中， 预计7天至10 天可将城区
树叶断枝全部处理完毕。

为提高干部职工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为
年安全生产夯实基础，1 月11 日，潢川火车站开展劳
动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该站不仅组织广大干部职工集中学
习劳动安全知识， 还开展了安全生产签名活动， 以此来强
化职工安全意识和遵章守纪的自觉性。
邓书贵袁利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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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市中心城区各单位应对暴雪天气清理积雪工作督察情况的通报

各县区党委、 纪委， 各管理区、 开发区
党委、 纪工委， 市直各单位党组（ 党
委），市纪委监委各派驻纪检监察组：
近日， 我市出现较大降雪和降温
天气。 为确保市委、 市政府关于做好
我市暴雪天气应急抗灾工作的部署
落到实处， 市纪委成立3 个督察组， 于
至8 日， 对市中心城区98 个单
1月
5日
位、42 条道路积雪清理工作开展情况
进行了实地督察。 现将督察情况通报
如下：
一、清理积雪工作开展情况
政府关于做好
， 市
2018 年
1月
4日
我市暴雪天气应急抗灾工作的紧急通
知下发后， 市中心城区绝大部分单位
主要领导高度重视， 能够认真落实通
知精神，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职工， 采取
多种形式清理路面积雪和树上积雪，
保障了道路畅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 在此次清理积雪工作中， 平桥区、
河区、 市委组织部、 羊山新区、 南湾
湖风景区、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市公安
局、市林业局、市国资委、 市住建局、 市
人社局、市人防办、 市城市管理综合执
法局、 市水利局、 市老干部局、 市房管
中心、 市工商局、 市中心医院、 市供水
公司、 市公路管理局、 市河管理处、

市公安局羊山分局等单位行动迅速，
认真落实市政府通知精神， 及时组织
党员干部参与清扫行动， 确保责任区
内的积雪及时得到清理。 平桥区行动
迅速，1月5日，区委书记李灵敏亲自上
路， 组织所属街道社区工作人员260
人，出动后八轮40台、挖掘机2 台、 铲车
对以平中大街为重点的主次干道
15 台
积雪进行清扫， 对道路两侧行道树进
行除雪减压。 河区立即启动应急机
制，区委书记翟晓宾深入现场， 靠前指
挥。1月6日上午， 共出动装载机46 台、
平地机13台、撒盐车19 台， 对道路积雪
进行清理。同时，将全区38 条道路两侧
的树， 分配到83家区直单位进行除雪
减压。羊山新区于1月5日组织铲车、 外
运积雪车辆， 清理新五大道和新七大
道路面积雪，同时组织环卫、 园林工人
和机关、街道、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对
道路两侧行道树进行除雪减压。 南湾
湖风景管理区高度重视清扫积雪工
作， 党委书记杨春丽亲自带领党员干
部职工，清扫茶韵路上的积雪。 市委组
织部组织40余名党员干部到建设路清
理积雪，并协调市电力公司出动人员、
机械，对建设路沿道断枝进行清理， 对
道路两侧行道树进行除雪减压； 市城

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出动100 余人， 对该
局责任路段东方红大道西关至和美段
两侧行道树进行除雪减压。 市供水公
司针对这次暴雪灾害提前制定应急预
案，专门成立了9支供水突发事件应急
抢修队伍， 全市没有出现因暴雪导致
大面积停水的情况。
二、存在的问题
在督察过程中发现， 少数单位对
该项工作重视不够、行动迟缓、 清扫不
力。1 月5 日， 市商务局、 信阳海关门前
两侧人行道和树枝上的积雪没有及时
清理。 市文广新局、 市图书馆、 市烟草
局清扫积雪行动迟缓， 办公区域门前
积雪无人清扫。 信阳市警官培训学校
在督察组2次督导检查后， 仍未及时组
织人员清扫积雪。河区老城街道、 
河区五里墩街道、 河区五星街道落
实市委、市政府要求不及时， 前期组织
清扫力量不足。
三、工作要求
应对暴雪天气、 开展应急抗灾工
作， 既是对各地各单位应急处置能力
的考验， 也是对各地各单位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精神的一次检验。 为此， 对
上述在此次清扫工作中领导重视、 行
动迅速、 效果明显的单位进行通报表

扬， 对领导重视不够、 行动迟缓、 没有
及时组织清扫的单位进行通报批评。
为进一步做好应对暴雪天气应急抗灾
后续工作，现提出以下要求：
一要提高政治站位。 针对督察中
发现的问题，各级党组织要根据市委、
市政府的工作安排， 切实履行主体责
任， 强化责任担当， 增强大局观念， 不
等不靠， 集中人力、 物力和财力， 对重
要路口和区域残存的积雪积冰进行精
细化处理，确保完成积雪清除工作。
二要强化宗旨意识。 各地各单位
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
念， 弘扬生命至上、 安全第一的思想。
深入一线， 全面了解群众生产生活和
辖区内受灾情况，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和正常生产生活。
三要严肃工作纪律。 各地各单位
纪委（纪检组）要认真组织对本地本单
位清理积雪工作的监督检查， 对漠视
群众，消极应对，敷衍塞责， 失职渎职，
造成人民生命财产损失， 在社会上造
成不良影响的，要依纪依规， 对相关责
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
中共信阳市纪委
2018年
1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