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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爱地球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本报讯 4月22日是世界地

球日，中牟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组织党员志愿者开展了以“珍爱
地球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主
题的世界地球日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党员志愿者通过
向群众发放宣传资料，讲解资源

节约、生态环境保护、地质灾害
防治等内容，倡导大家节约资
源，保护生态环境，自觉践行绿
色、环保、低碳的消费模式和生
活模式，使大家进一步认识地
球、了解地球，进而增强保护地
球意识、珍惜地球资源，共同守

护家园。
此次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

300余份，制作宣传版面4张，悬
挂条幅6条。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李淑娟
通讯员 潘向华

整河清渠出实招 狼城岗生态保护见成效

本报讯 2021年中国 (郑州)
国际旅游城市市场论坛部分接待
工作由电影小镇承担，为全力做
好该项重大活动在会议期间的食
品安全保障工作，中牟县市场监
管局在会议期间高度重视、全程
监管，严把食品安全关。

中牟县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吴寅飞带领餐饮食品科和大孟镇
市场监管所执法人员，对接待单位
餐饮准备工作进行全面督导检查，
要求相关保障人员认真审查食谱，
对高风险食品进行严格控制。

执法人员重点检查了餐饮单
位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业人员健

康证明、食品采购查验、加工制作
环境、餐用具清洗消毒、食品留样
等情况，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及时
向接待单位食品安全负责人提出
整改意见，并督促落实。同时，检
测人员对采购的各类蔬菜、水果、
肉类等食材进行食品安全快检,
及时排查和消除风险隐患。

活动期间，执法人员现场驻
点检查，食品安全状况良好，未出
现食物中毒和食源性疾病等食品
安全突发事件，此次食品安全保
障工作任务顺利完成。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李淑娟
通讯员 许小刚 文/图

中牟县农委
强化统防统治 保障粮食安全

本报讯 为做好中牟县小麦
粮食生产安全和病虫害防治工
作，同时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
宗旨，4月22日，县农委对黄店镇
西谢村小麦条锈病发病中心进行
“小麦一喷三防”统防统治进行督
导，农委植保站全体人员及黄店
区域中心站全体人员参与。

当前全县小麦已陆续进入抽
穗期，抽穗期至灌浆期是小麦产
量形成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病
虫害发生的主要时期，中牟县农
委植保站技术人员自 3月份以
来对全县各乡镇小麦种植区进行
全面普查监测并于4月19日在黄
店镇西谢村发现小麦条锈病 1
处，零星病叶 6片，涉及面积 11.2
亩。按照“打点保面”和“发现一
点，防治一片”预防措施，县农委
迅速安排部署，第一时间组织无
人机对发病周边区域 30余亩的

麦田进行“小麦一喷三防”统防统
治，及时消灭条锈病发病中心，防
止向周边传播蔓延。

下一步，中牟县农委植保技
术人员将继续对小麦条锈病密切
监测，加大防治宣传力度。针对
已经发病的田块，坚决采取“发现
一点，控制一片，发现一片，防治
全田”的防控策略，组织开展药剂
防治，及时控制发病中心，延缓病
害大面积流行，确保小麦安全生
产。同时提醒广大农民：小麦条
锈病属于流行性气传病害，突发
性强，蔓延速度快且近期频繁降
雨，田间菌源量大，温湿度适宜小
麦条锈病蔓延流行。未发现小麦
条锈病的乡镇要做好预防工作，
农民也要加强田间查看，早发现、
早防治。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梁姗
通讯员 胡娜 文/图

中牟县市场监管局
严把食品安全关 筑牢监管防线

本报讯 近日，狼城岗镇在
开展河道清洁专项行动的基础
上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出实
招、见成效。

狼城岗镇紧紧围绕河湖管理
范围内乱占、乱采、乱堆、乱建等“四
乱”突出问题整治目标，在全域开展
摸排，力求工作组织到位、安排到
位、目标导向到位，形成河道巡查整
治常态化、保护环境全民参与化。

建立健全镇村两级管理网

络，构建责任明确、协调有序、监
管严格的河湖管理保护长效机
制。按照各级河长、巡河员职责
开展全面摸排和问题清理整治，
确保队伍作用发挥明显，做到发
现一处、清理一处、销号一处。

通过召开专题会议对“清四
乱”“三污一净”工作中出现的问
题及解决办法进行研判会商，使
政策落实到位；通过实地入户宣
传走访，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

提升群众对专项整治行动的知
晓率和满意度，积极支持、参与
和监督河道环境；通过专项整治
行动对河道堤岸两侧垃圾及河
道内排污口、水闸、桥梁、河埠等
附属设施周边区域的废弃物、堆
积物等杂物，河道管理范围内的
违章建筑，河面废弃漂浮物、水
草等进行全面清理。
中牟时报 梁姗
通讯员 张勇 张保真

深入开展“三清零”姚家镇持续发力整治户容户貌
本报讯 4月 15日上午，姚

家镇组织召开“三清零”工作暨
户容户貌整治工作推进会，各包
村站所长、村党支部书记等 50
余人参加会议。

会议通报了全镇近期垃圾清
理、旱厕清零及黑臭水体清零工作
的开展情况及存在问题，并对问题

整改不及时、不彻底的行政村，由村
支部书记进行表态发言，说明原因，
提出具体举措，明确整改时间节点。

会议指出，各村支书要清楚
认识“三清零”工作，围绕旱厕、垃
圾堆放和黑臭水体等工作任务，
确保全域范围内有全面改观。对
照“三清零”专项督导小组下发的

督办通知，及时整改，确保同一问
题不出现频发、重发。

会议强调，各包村站所要明
确工作职责、细化责任分工，将
“三清零”工作任务明确到人、落
实到位，在全面整治的同时做到
集中攻坚、合力整治、快速解决。
中牟时报 徐少杰 通讯员 张莉丽

黄河打硪号子 打造传承新模式
本报讯 为加大非遗宣传力

度、扩大影响，实践社会传承，4
月 15日，由郑州报业集团正观
新闻和中牟县文化广电旅游体
育局联合开展的“走进黄河打硪
号子，唱响百年战歌”中牟县省
级非遗线上直播活动在万滩镇
三刘寨黄河大堤坝头进行。

上午 9时 30分直播正式开
始，首先由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王
张来介绍了“黄河打硪号子”的渊
源。他说：“打硪号子，早在清乾隆
年间刘统勋堵河口开始，流传至今
已有300年的历史。以前在黄河
上打硪主要是养家糊口，如今党的
富民政策好，老百姓都过上了吃喝
不愁的好日子，我们就利用祖传的
‘石硪’组建了黄河抢险队，参加黄
河抢险、筑堤固坝等义务劳动，让
老祖宗传下的黄河打硪号子重
响黄河两岸。”

在黄河岸边的坝头，10多名
号工们早已准备就绪、严阵以待，

他们在黄河岸边展示了原生态的
打硪号子。一号头喊完二号头依
次衔接，近半个小时的现场展示，
他们已是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一
八旬号工说：“不中了，年龄不饶人
啊，以前喊一天都不嫌累。”一名观
众说：“我还是第一次看打硪叫号
子，这就是地地道道的黄河文化，
真好！得把它传下去。”黄河打硪
号子是沿黄劳动人民在治黄过程
中用于提神助力、增强干劲、凝心
聚力原生态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

也是黄河文化中的魂宝。
直播不到20分钟，网上就有

上万人线上观看。央视网、搜狐
视频、凤凰网、搜狐新闻、人民网、
百度、今日头条、贵阳头条、第一
视频直播、触电新闻、微博等近20
个媒体进行连接同步直播。据不
完全统计，观看人数达20余万人
次，此次网络直播持续了90多分
钟，收到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崔合林
通讯员 张喜亮 张鹏珂 文/图

■新闻1+1

本报讯 4月25日上午，中牟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女党员
干部开展“讲好榜样故事 贡献巾
帼力量”故事分享活动。

机关党委副书记李俊英为
大家分享《金刚台上“妇女排”》

讲述妇女排在金刚石上吃野菜、
嚼草根、穿密林、卧冰雪，机智
勇敢地同敌人周旋了 3年之久，
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牵制了
大批敌人，有力地配合了商南县
委和游击队、便衣队坚持根据地

斗争，直到最后胜利。所有者权
益科科长张敏为大家分享了革
命先烈《刘胡兰的故事》，毛泽
东在指挥全国战局之余，为刘胡
兰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刘胡兰凭着对人民的感情和对

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在铡
刀面前坚贞不屈、视死如归。随
后大家又深情讲述了张露萍、赵
一曼、丁佑君等巾帼英雄的感人
故事。

此次活动旨在激励大家坚

守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以
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
华诞。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李淑娟
通讯员 潘向华

“讲好榜样故事 贡献巾帼力量”
中牟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分享英烈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