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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市农委召开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
本报讯 9 月 10 日晚，新郑市农委召开
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会议由新郑市
农委党组书记、主任马伟强主持，
市纪监委
派驻科技局纪检监察组组长王向阳、市委
组织部组织科科员刘昭列席会议督导，全
体班子成员参加了会议。
会上，马伟强首先代表农委班子汇报

了本次专题民主生活会的准备情况，并结
合中央、省委巡视整改工作，
代表班子进行
对照检查。检查紧扣民主生活会主题，聚
焦九个方面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查摆和原
因剖析,并阐述班子的努力方向和整改措
施。随后，
全体班子成员依次进行个人对照
检查，大家直面问题、
弄清差距、
查找根源，

平安新郑

新郑市公安局
全面整顿黑加油站、黑加油点、黑加油车
本报讯 为全面加强成品油及
散装汽油购销安全监管，从源头上
防范和控制利用汽油实施暴力犯罪
活动，切实打好严厉打击整治“黑加
油站点”专项行动攻坚战，进一步消
除“扫黑除恶”专项工作中成品油市
场领域内的乱象，新郑市公安局迅
速行动，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坚持
“以打开路，
以打促防，
以打促建”
，
通
过集中打击整治，取缔和关停一批
无证无照
“黑加油站（点）”
，
整改和惩
处一批证照不全、销售伪劣油品的
加油站（点），
发现和处罚一批违规销
售散装汽油的加油站（点），
查处一批
无证或证照不全的非法营运油罐车，
全力维护成品油生产经营秩序，
有效
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大局稳定。
为了确保打击整治“黑加油站
（点）”专项行动尽快取得成效，市公
安局成立了持续开展严厉打击整治
“黑加油站（点）”专项行动领导小
组，并设立专门办公室，先后多次召
开专题会议，对专项行动进行研究
部署。市公安局主要领导坚持每天
听取行动进展情况汇报，并对工作
提出具体要求。
新郑市公安局制订下发了《新
郑市公安局关于深入推进打击
“ 黑 加 油 站 点 ”专 项 行 动 工 作 方
案》，把无成品油零售许可证、危险
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消防验收意见
书、工商营业执照等无证经营的加
油站（点），销售伪劣油品、超范围

或更改经营种类等违规经营的加
油 站（点），无 证 照 的 成 品 油 运 输
车、非法售油的流动加油车，违规
销售散装汽油的加油站（点）列为
整治重点。对非法经营数额达到
刑事立案追诉标准的，坚决立案查
处，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法律责
任。明确治安、消防、经侦、交警、
宣传、法制、督察等警种的职责，主
动加强与商务、安监、质监、工商、
住建等部门的执法衔接，对排查发
现的问题，及时函告相关部门，依
法进行查处。
截至目前，新郑市在行动中破
获黑加油站点案件 61 起，依法打击
处理违法犯罪人员 71 名，查扣油品
74 吨，拆除非法加油机 26 台，销毁
非法储油罐 23 个。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白冰 文/图

梨河派出所民警侦破盗窃摩托车案
追回多辆摩托车、电动三轮车
本报讯“这个电动三轮车我根
本没想到还能找回来，真是太感谢
你们了！”老歹激动地握着副所长
杨建伟的手，这是群众对警察的肯
定，也是对派出所的褒奖。
9 月 11 日上午，新郑市公安局
梨河派出所将近期追回的被盗电动
三轮车和电动车电瓶依法向受害群
众发放。梨河派出所副所长杨建伟
介绍，此次发还活动，体现了梨河派
出所重视侵害群众切身利益的案
件，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维护人
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努力为人民群
众挽回经济损失。
近日来，梨河镇发生多起盗窃
电动三轮车和电动车电瓶案件，严
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给
辖区居民造成恐慌。梨河派出所

领导高度重视，副所长王文元通过
调取案发现场周围大量监控录像，
同时与刑侦大队积极联系，采取刑
事侦查技术手段，终于锁定前科人
员徐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经过
民警多天蹲守，最终于 8 月 26 日 3
时许，犯罪嫌疑人徐某再次作案时
被民警当场控制。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徐某供述
案件多起，对其在梨河镇商业街、怡
景园小区盗窃电动三轮车、电动车
电瓶等违法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
前，犯罪嫌疑人徐某已被依法刑事
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在发放现场，领回失物的群众
纷纷拍手称赞，对民警尽心尽责、破
案追赃表示由衷的感谢。
新郑时报 李显文

并严肃认真地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会
议开诚布公、辣味十足，在深刻的批评中
洗涤了灵魂，
在严肃的气氛中凝聚了干劲。
最后，马伟强作总结发言。马伟强表
示，
巡视整改工作是重要的政治任务，
要以
此次巡视整改民主生活会为契机，
认真整改
查摆出的问题，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信”
，自我加压、
自我修正，
努力构
建政治可靠、业务优良、作风过硬、纪律严
明、
朝气蓬勃的农业领导干部队伍，争取为
新郑的农业农村工作开辟新天地、创出新
路子，
确保农委的巡视整改工作善始善终、
取得实效。
通讯员 吴俊峰

文明新郑

交通安全宣传走进新郑市民政局
本报讯 为深入宣传道路交通
安全法律法规，提高广大交通参与
者的安全出行意识和文明交通素
质 ，营 造 平 安 和 谐 的 道 路 交 通 环
境，近日，新郑市交巡警大队组织
民警走进新郑市民政局，为单位职
工和驾驶员上了一堂生动的交通
安全课。
在宣传教育活动中，民警结合
道路交通实际，以贴近实际、贴近
生活、面向基层、面向群众的宣传
主题，通过座谈、播放警示片、发放

交通宣传资料等形式开展安全宣
传教育活动，提醒警示广大职工及
驾驶人要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
谨慎驾驶、
文明行车。
民警以案释法，向驾驶人和员
工剖析了疲劳驾车、超速行驶、酒
后驾驶等一系列交通违法行为易
发生的危害和造成的后果，警醒广
大驾驶人和员工一定要吸取教训，
自觉做到文明出行、安全驾驶，为
文明城市创建做出贡献。
新郑时报 李显文

绿色新郑

新建路街道办事处：
网格化守卫
“新郑蓝”
本报讯 自环境污染防治攻坚
整治，改善环境抓提升。由班子成
工作开展以来，新郑市新建路街道
员带队，组织包街干部对全辖区和
办事处依托“网格化”管理为平台， 重点区域周边一公里范围内开展
以台账分区管理为依据，按照“工 “入院入厂入校入楼入户入厨”六
作常态化，责任网格化，手段法治
入彻查彻改活动，对污染源进行了
化，标准精细化”的严格要求，落实
彻底排查，辖区内问题 3 处正在进
责任主体，有效推进环境污染防治
行整改。开展“散、烧、烟”专项整
攻坚工作全面开展。
治活动。对辖区内餐饮服务单位、
前不久，在新建路街道办事处
流动商贩等用煤户进行排查和宣
辖区，一处铸造生铁的“小散乱污” 传，并要求燃煤用户整改为“电代
企业被发现，经查实后，新建路街
煤”或“气代煤”等新型替代能源。
道对其多次突击督导检查，进一步
共排查辖区商户 195 家，发现问题
加快该类企业的整治及取缔工作， 5 家，整改 4 家，关停 1 家。加强各
实行属地领导分包制，强化责任落
项抑尘措施，对辖区主次干道进行
实，加大整治力度。9 月 4 日，记者
高频次清洗除尘降温作业，机扫率
发现，
此企业被依法取缔到位。
达到 85%，机械化作业能力明显提
据悉，自环境污染防治攻坚工
升，
确保扬尘污染管控到位。
作开展以来，新建路街道不断强化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张晓辉

新郑市商务局：
抓改造 重监管 严防油气污染
本报讯 为深入推进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新郑市商务局积极作
为，突出抓好油气回收系统改造、
油品质量监管、车用尿素推广等工
作，
切实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连日来，新郑市商务局工作人
员深入全市各个加油站进行拉网
式检查，重点检查各加油站油气回
收治理设施、成品油供应质量升级
和销售车用尿素等情况。
为把商务系统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推向深入，助力全市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市商务局结合工作
实际，明确工作重点，不断强化监

管措施，全力加强“国六”标准油
市场监管，禁止销售不符合国家
规定的车用油品。目前新郑市加
油站已全部升级为“国六”油品。
与此同时，该局还积极配合环保
部门督促新郑市所有在营加油站
完成对油气回收系统改造，并迅
速推动加油站双层罐改造和车用
尿素推广。目前，全市已改防渗
池 6 座、双层罐 48 座，新郑市境内
高速公路、国道、省道沿线加油站
已全部销售符合产品质量要求的
车用尿素。
新郑时报 李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