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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让干部职工熟
练掌握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更好地开
展工作，近日，荥阳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组织局全体干部
员工集中学习了新修订的《土
地管理法》。

会上详细介绍了《土地管
理法》的修改背景和修改内容，
并对《土地管理法》的重要内容
进行了详细解读。

会议要求全体干部职工要
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刻认识

《土地管理法》的重大意义，进
一步深入学习新修订的《土地
管理法》，要认认真真的学，花
心思、下功夫、多钻研，真正做
到学懂弄通悟透，学以致用，并
将新修改的内容贯彻实施到具
体工作中，要强化土地管理，严
格执行土地利用规划，全力确
保用地指标，着力守住耕地红
线，营造依法管地、节约集约用
地的浓厚氛围。
荥阳时报 王世端
通讯员 赵顺平

本报讯 11月 11日下午，贫
困户王永杰在帮扶人荥阳市公
路管理局党总支书记靖海连的
帮助下，顺利拿到妻子李香花的
转诊证明，在转诊手续办好的那
一刻，李香花紧紧握着靖海连书
记的手，连声道谢，眼泪止不住
地流了下来。

据了解，王永杰是荥阳市
公路管理局党总支书记靖海连
2019年度帮扶的贫困户，在靖
海连的帮助和指导下，王永杰
的妻子李香花成功就业，生活
虽不算富裕但也算有了稳定的
经济收入，日子终于有了起
色。可是天不遂人愿，王永杰

妻子李香花多年的脊髓瘤在
不久前复发了，对于这个刚走
出困境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雪
上加霜。

在得知李香花住院后，靖海连
立即前往荥阳市瑞祥医院看望
安慰王永杰一家，给予他们精神
鼓励，叮嘱他们一定要坚定信
心，配合治疗，保持乐观的生活
态度。另一方面，找到主治医
生，对李香花的病情进行了
解。在得知郑州大学第五附属
医院对脊髓瘤有较好的治疗方
法之后，靖海连积极与李香花
的主治大夫及荥阳市瑞祥医院
的主要领导沟通协调，帮助李

香花顺利转诊至郑州大学第五
附属医院继续治疗。

转诊手续办妥之后，靖海连
又塞给李香花 1000元钱，他说：
“老大姐，我来得急，身上也没带
那么多钱，一点心意您先收下，
买点营养品补补身体。转到郑
州之后你要放宽心，现在的医学
这么发达，你的病如果好好配合
医生，一定会很快好起来的，我
也会多到郑州看你去。再说，给
你找的工作人家还等着你回去
上班呢，大家都夸你干得好。”听
着靖海连的话语，李香花眼睛湿
润了。
荥阳时报 王世端 通讯员 时段

本报讯 11月 8日，省节约
用水办公室主任单松波带领省
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工作
验收组一行，对荥阳节水型社会
达标建设工作开展评估验收。

验收组一行先后到国电荥
阳煤电一体化有限公司、郑州市
牛口峪引黄工程、王村镇西大村
蔬菜高效节水示范区、金龙紫东
郡小区等地，通过听取汇报、查
看资料、实地察看等形式，详细
了解了荥阳市节水型社会达标

建设工作开展情况。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验

收组对荥阳节水型社会建设相
关工作进行了提问、质询，并宣
布荥阳通过全省县域节水型社
会达标建设工作。验收组一致
认为，荥阳在工作开展过程中，
领导重视、任务明确、措施得当、
成效明显，符合达标验收标准。
验收组希望荥阳进一步强化措
施、补足短板、正视问题，提高水
资源利用效率，使县域节水型社

会达标建设工作取得新成效。
荥阳市生态建设工作领导

小组副组长朱天柱表示，今后，
荥阳将持续认真地贯彻落实关
于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的各项
部署和要求，更加严格规范节水
管理工作，强化水资源管理能力
建设，在全社会加大节水宣传力
度，加强引导群众节水意识，积
极推进节水载体建设，不断巩固
和提高荥阳市节水型社会建设
水平。记者 姚辉常

循环利用。在家中常备一
些可以存水的塑料桶，一般洗菜
的水、淘米水都可以用来浇花，
洗完菜的水收集起来用于冲马
桶等；洗衣服的水收集起来也用
于冲马桶。

给水龙头、花洒装个节水
阀。节水阀的原理是通过减少
出水量、给水流注入空气、使水
流泡化，从而达到用更少的水实
现同样洗涤效果。

洗菜要在盆中洗。清洗蔬
菜时，不要在水龙头下直接清
洗，尽量放入盛水容器中清洗。
清洗过程中，一个好的清洗顺序
可以节约不少水。

衣服不多不用机洗。等衣
服攒多点再来洗也是省水的方
法。洗衣服的时候还要注意用
节水模式，这样既省水又省
电。由于洗衣服用水量比较
大，用洗衣机洗衣服的时候不

要放得过满，洗衣机的水位不
要定得太高，否则衣服之间缺
少摩擦，洗不干净反而还浪费
水。洗衣服用过的水也可以用
于冲厕所。

洗澡最容易浪费水资源。
洗澡淋浴的时候一直应该间断
放水淋浴，搓洗时及时关水，避
免过长时间冲淋。盆浴后的水
可用于洗衣、洗车、冲洗厕所、拖
地等。

本报讯 11月 12日上午 11
点，荥阳坛山热力公司 2号锅炉
正式点火启动，标志着荥阳今冬
集中供暖正式启动。据了解，今
年冬天，荥阳将形成荥阳坛山热
力公司、国电荥阳公司、郑州豫
能热电公司三热源联供，确保用
户温暖过冬。

随着供热需求的不断增加，
2017年，荥阳实施了“引热入荥”
国电荥阳公司项目，实现国电荥
阳公司热源与荥阳市坛山热力
有限公司热源共同向市区供暖，
实现了双热源联供。经过两年
的运行，供暖效果良好。今年，
“引热入荥”郑州豫能热电公司
项目已贯通，将投入试运行。参

与今冬供热运行的 3处热源总
供 热 能 力 为 296MW。 2019~
2020年采暖期，预计实际总供热
面积 460万平方米，供热主管网
117公里，用户换热站138座。

据介绍，多元结合，增加新
能源供暖形式，替代目前管网未
覆盖到的区域，推动我市集中供
热健康长足发展。
荥阳时报 王世端 文/图

荥阳通过省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评估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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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节约用水？

荥阳三热源联供暖气
确保用户温暖过冬

荥阳公路局真情帮扶暖人心
本报讯 为大力弘扬“人

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
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
志愿服务精神，11月 8日下午，
荥阳市红十字会组织35名红十
字志愿者走进荥阳市五福居敬
老院，开展养老助老志愿服务
活动，用实际行动传承雷锋精
神，弘扬“尊老、敬老、爱老”的
传统美德，让老人们感受到社
会的温情关怀。

活动当天，共组成3支红十
字志愿服务队分别为老人们进
行志愿服务。荥阳市中医院红
十字医疗义诊志愿服务队带着

血糖仪、血压计等医疗设备为
敬老院的35名老人们进行免费
健康体检，测量血压、测量血
糖，并在现场为老人和护工进
行急救知识培训，为老人们送
去关爱、送去健康；荥阳市红十
字会养老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
为老人剪指甲、陪老人聊天、唱
歌跳舞，并为长期卧床病人翻
身按摩。荥阳市卫健委党员志
愿服务队为敬老院的老人们打
扫院内卫生、清理杂草，并为每
位老人发放了急救包和抽纸。
荥阳时报 王世端
通讯员 张璐

本报讯 为进一步强化交
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全面提高从业人员安全生
产意识，认真排查整治事故隐
患和薄弱环节，切实提升交通
运输行业的安全保障能力，近
日，荥阳市运管局针对辖区内
货运企业开展“大培训大排查
大整治大执法”活动。

根据此次活动的总体目标，
荥阳市运管局严格按照责任进
行分工，把每一项工作内容布置

分解到各货运企业，督促企业建
立健全隐患排查治理责任制，将
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贯穿于企业
安全生产全过程，坚持与日常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结合起来，加大
监督检查和惩罚力度。

此次活动的开展将进一步
确保道路货物运输企业安全生
产形势稳定，促进安全生产与
经济社会同步协调发展。
荥阳时报 王世端
通讯员 肖慧娟

本报讯 为切实保障残疾
人生存发展权益，11月13日，荥
阳市广武镇便民服务中心开始
进行2019年度残疾人两项补贴
的年审工作。

广武镇便民中心负责残疾
人的工作人员与各村村委相结
合，逐一通知残疾人前来进行
年审，对卧床不起等行动不便
不能到达审核现场的残疾人进
行视频连线、上门审核等方法，
确保不漏审。

审查中，工作人员还对没
有办证的和使用老证的残疾人
进行了宣传，督促他们尽快办
理新证。对于不符合申请条件
的残疾人，应取消补助资格，并
对其做好政策宣传和解释工
作，切实做好残疾人福利保障
工作，使辖区残疾群体切切实
实地体会到政府的关心和关
爱，确保残疾人两项补贴工作
顺利推进。
荥阳时报 王焱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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