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新闻 2021年10月15日 星期五
责编 / 成睿智 版式 / 张峰 校对 / 陈群锋
电话 / 0375-6058288 E－mail / 13837160635@126.com

农村版RⅡ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卢占
利）10月12日，汝州市财政局消息，以

“强化主体责任·优化营商环境”为主

题的16届全国政府采购监管峰会，日

前在海南省海口市隆重召开。本届峰

会由政府采购信息报、政府采购信息

网联合主办。

在峰会举行的“百强县论坛”交流

会上，汝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国

朝以“优化政府采购流程 助力一流营

商环境”为题，阐述、总结了汝州市在

营商环境打造、政府采购服务方面的

先进经验，得到了组委会及各省市参

会代表的高度肯定和认可。

据悉，此次峰会上，汝州市再次荣

获“全国政府采购百强县（2020-2021

年度）”称号、汝州市财政局荣获“全国

政府采购百强县（2020-2021年度）

突出贡献单位”称号、汝州市财政局政

府采购监督管理科科长袁珊珊荣获

“ 全 国 政 府 采 购 监 管 业 务 标 兵

（2020-2021年度）”称号。汝州市财

政局同时首批入选政府采购信息报社

6个战略合作伙伴单位。

汝州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黄留国说，政府采购工作是优化营

商环境的一项有效举措，汝州市财

政局将持续优化政府采购流程、打

造一流营商环境，进一步发挥基层

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工作典型示范带

动作用，推动基层政府采购工作高

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李晨霄
马鹏亮）“我这新盖的一处房子，政府给

补了一大部分，真心感谢党委、政府的关

心！”10月13日，蟒川镇田河村村民李选

伟看着自家即将封顶的房屋高兴地说

道。

李选伟家的房子是土木结构的瓦

房，今年7月遭连续强降雨的淋泡，屋顶

坍塌，一家人只能借住在亲戚家。灾后

重建工作开始后，李选伟家被列为灾后

恢复重建补助对象。

“我家有四口人，按政策能够享受

72平方米的补偿面积，5万多元。盖房

子要花10万多元，等于给我补助了一

半，上级的政策真好！”

来自汝州市住建局的消息说，为了

稳固筑牢农村群众住房安全线，汝州市

成立了灾后恢复重建专班工作组，作为

牵头单位，该局多次组织召开会议，明确

任务，细化分工，并形成合力推进灾后恢

复重建工作。

根据灾后重建相关政策，灾后恢复

重建补助对象为：因洪涝灾害造成住房

倒塌、严重损坏、一般损坏，且无基本安

全住房保障的农户（1~3人户保证人均

基本住房20平方米、3人以上户保证人

均基本住房18平方米）。

汝州市住建局村镇科科长秦得雨

说，局里与市应急管理局成立了8个抽

查组，对各乡镇、街道上报的村民住房灾

后恢复重建补助对象，按照不低于20%

的比例进行调查核实，已确定补助对象

868户，其中倒塌住房户数282户，严重

损坏住房户数378户，一般损坏住房户

数208户。

目前，已开工495户、竣工105户。

要求房屋一般损坏进行修缮加固的，在

10月底前完成；房屋倒塌、严重损坏进行

重建的，在11月底前完成，确保在冬季来

临之前使受灾群众住有所居，居有所安。

10月13日，汝州市举

办2021年度转业士官岗

前适应性培训班。在两天

的培训中，参训人员学习

了《退役军人保障法》《退

伍安置条例》《汝州市情及

退役士兵的人生转型与发

展》《弘扬建党精神做好创

业兴业》等内容。图为参

训人员重温入党誓词。

本报记者 张鸿飞 通

讯员郭晓杰摄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石晓
莉）10月 13日，弘宝汝瓷给本报发来

消息称，在日前揭晓的 2021中国（北

京）国际精品陶瓷展览会暨第十届

“大地奖”中国陶瓷创新与设计大赛

中，该公司选送的汝瓷作品“如意瓶”

获“大地奖”最高奖——特等奖，“宋

风·荷口瓶”“花好月圆汝瓷尊”同获银

奖。

上述三件获奖作品由中国工美行业

艺术大师王振芳、中国陶瓷工艺大师范

随州“贤伉俪”联袂设计制作。这也是王

振芳、范随州继去年汝瓷作品“折肩弦纹

瓶”“禅悟”分获“大地奖”金奖、银奖之

后，再获殊荣。

“大地奖”是中国陶瓷工业协会陶瓷

艺术品评选最高奖项，代表了当代陶瓷

作品制作设计的最高水准。此次大赛集

中展示了我国20多个主要产瓷区的近

2000件精品陶瓷作品。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平党申）

“这里位于夏店镇区中心，位置优越，夏店

镇这么快给我们协调解决了职工住宿的

地方，谢谢。”10月11日下午，在汝州市夏

店镇区改建宿舍工地现场，河南平煤神马

夏店煤业有限公司副矿长刘克峰对夏店

镇常务副镇长邵振杰说。

河南平煤神马夏店煤业有限公司地

处汝州市夏店镇，是2021年河南省重点

建设项目，总投资32亿元，矿井设计年生

产能力150万吨，预计2021年年底建成

投产，是河南省智能化程度较高的现代化

矿井。

夏店煤业投产在即，各项建设进入冲

刺阶段，2000余名员工在一线奋战，但仅

有三栋宿舍楼，无法满足住宿需要。

在“万人助万企”活动中，夏店镇党委

书记焦慧涛在夏店煤业调研时了解到了这

一困难，立即召开党政班子联席会，经专题

研究，决定由一名副科级干部具体负责，在

夏店镇区找寻合适之处，解决夏店煤业员

工住宿难的问题。经过摸排和协商，夏店

镇在镇区繁华地段以最低价格找到了一处

适合住宿生活的场所，稍加改造后，10月

底，100多个房间即可安排500多人入住。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李帅
丹）为深入贯彻汝州市第八次党代会

“争当平顶山市社会治理标杆”精神要

求，扎实开展乡村两级综治中心规范

化建设，深入推进“三零”创建活动，10

月9日下午，汝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

记刘新彦带领政法委班子成员，及公

安、信访、司法等部门负责同志，部分

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赴平顶山市

新华区，观摩学习综治中心规范化建

设工作。

观摩团一行先后参观了焦店镇及

曙光街街道综治维稳指挥中心、视频

监控研判中心、网格化管理中心和心

理健康疏导室，听取了相关负责同志

对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及实体化运行

情况介绍，探讨交流了综治中心实体

化建设。

观摩活动结束后，平顶山市委政

法委副书记李游应邀参加了汝州市市

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暨综治中心规范化

建设培训会，就平安建设及市域社会

治理现代化工作作了专题讲座。

刘新彦指出，各乡镇、街道，各单

位要以此次观摩活动为契机，全面压

实工作责任，扎实开展乡村两级综治

中心规范化建设，统筹综治、信访、派

出所、司法所、诉调对接站等基层社会

治理力量，要以“三零”创建活动为牵

引，全面落实市域社会治理各项任务，

营造争做文明和法治汝州人的浓厚氛

围，为建设市域社会治理标杆市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10月14日，重阳节，汝州市汝南街道粪堆赵村举办第25个

“孝善日”饺子宴。本次饺子宴由村民赵晓磊出资3000元资助，

全村185位70岁以上老人和汝南街道30位退休教师共享饺子

宴。 本报记者张鸿飞摄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汝州市融媒

体中心记者郭营战）“朱寨村集体经

济和香菇连拿三个奖，这是上级领导

对我们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最好鼓励

和支持。”10月13日，汝州市温泉镇朱

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温泉食

用菌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学卫在受

访时说，温泉食用菌发展有限公司获

汝州市“十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称

号，“汝州香菇”品牌获全国名特优新

农产品称号和汝州市2021年“中国农

民丰收节”农特产品展销活动优质产

品奖。

历经30多年的发展，香菇种植已成

为朱寨村集体经济支柱产业，也是朱寨

村的名片，现有香菇大棚1456个，年产

鲜菇近5000吨，年均效益6300余万元，

集体经济每年增收80余万元。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裴智
鑫）10月13日，汝州市农业农村局消息，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日前发布公告，地处

汝州市焦村镇的河南省蓝港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生产的“蓝港”桑葚荣获河南省知

名农业品牌“农业企业品牌”，汝州市桃

丰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生产的“汝水缘”

桃荣获河南省知名农业品牌“特色农产

品品牌”。

近年来，汝州市坚持实施品牌强农

战略，截至目前，已有12个河南省知名

农产品品牌，5个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2个有机农产品，7个绿色食品，1个“生

态原产地产品保护”农产品。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李晨
霄）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永远没有休止符。

10月13日，来自汝州市住建局的消

息称，该局在巩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

果工作中，坚持以常态化、制度化、长效

化，助推城区“梳妆打扮”，让城市更文明

更亮丽。

“梳”理问题所在。该局多次召开专

题会议，统筹推进巩固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成果工作，工作专班不定时到建筑工

地、小区、公园、广场、城区绿化等处，高

位督查，对标查找、发现问题，全方位消

除顽疾。

“妆”点绿色家园。今年以来，该局对

街道、公园、广场等地实施绿化修复和精

细化改造，共修剪绿篱35000平方米、草

坪63000平方米、补植麦冬草6800平方

米、播撒各类草花5200平方米，并做好日

常管护和病虫害防治，取得了良好效果。

“打”起必胜旗帜。综合开展物业

小区、建筑市场、基础设施整治工作，先

后组织三次全面检查，受检物业小区61

个，下发整改通知13份。此外，修补道

路1560平方米、修复道牙813米、疏通

排水管道淤积点87处、治理病害窨井盖

651个，更换了98盏路灯主光源。

“扮”演多重角色。该局党员干部既

是“宣传员”“清洁员”，也是“服务员”。

在爱国卫生月、节能宣传月、新时代文明

实践周等节点，走上街头开展宣传活动，

开展朝阳路志愿服务、清洁城市等活动，

同时着力提升本职工作业务水平，全面

提升群众的满意度。

汝州市重建加固农村受灾房屋
确保受灾群众住有所居居有所安

汝州市委政法委

组团赴新华区学习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

让村干部成为高素质农民

汝州市培育乡村治理带头人

为省重点建设项目
顺利投产保驾护航
夏店镇帮夏店煤业
解决员工住宿问题

弘宝汝瓷三件作品获中国陶瓷业大奖

汝州市蝉联“全国
政府采购百强县”

汝州市新增两个省级知名农产品品牌

温泉镇朱寨村连获三奖

以“三化”推进“梳妆打扮”
汝州市着力巩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为巩固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成果，汝

州市城市管理执法

局开展遛狗不牵绳

专项治理。

王丹涛摄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陈彦
格）10月13日，汝州市2021年高素质农

民培育乡村治理带头人培训班结训。此

次培训的目的是，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

兴战略，切实提高汝州市乡村治理水平，

夯实乡村振兴人才基础。

在5天的时间里，来自21个乡镇、街

道的90名优秀村干部，参加了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创业政策解读、产业振兴、

农村“三资”管理等理论学习，之后，赴洛阳

市孟津区、济源市多个美丽乡村建设示范

村和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参观学习考察。

园林中心员工在宏翔大道补植花草齐俊涛摄

施工中的新房马鹏亮摄

获奖的花好月圆汝瓷尊、宋风·荷口瓶、如意瓶 石晓莉摄

温馨重阳节最美夕阳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