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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RⅡ

用足用好“832”平台
汝州市提前完成政府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任务

项目为王 激活乡村寄料镇

夏店镇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

垃圾清了 乡村靓了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李晨霄
王充沛）12月14日，记者从汝州市住建局

获悉，为确保城镇燃气安全生产形势的稳

定，防范重大安全事故发生，汝州市开展了

城镇燃气安全大检查专项整顿行动。

此次专项整顿行动按照“全覆盖、零容

忍、严管控、重实效”的原则，要求对排查出

的隐患和问题，列出清单，建立台账，制订

整改方案、落实整改措施，完善安全生产管

理体系，落实安全检查制度，要定人、定时、

定措施进行整改，对整改不到位，导致发生

事故的，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12月9日上午，该局联合应急管理、市

场监管、公安、交通运输等部门及属地街

道，到张鲁庄棚改临时安置区，宣传燃气使

用注意事项，讲解燃气设备维护及液化气

发生泄露、着火时处理方法，鼎翔液化气、

三源石油液化气组织工作人员，在村干部

带领下入户安全检查，建立台账，查找隐患

点并提出改进建议。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刘怡
颖）12月11日，第四届河南省“玉松

杯”汝瓷茶器设计大赛评选，在河南工

业大学设计艺术学院完满落幕。

本届大赛由省工信厅支持，省工

艺美术行业协会、省工业设计研究院

主办，河南工业大学设计艺术学院、汝

州市玉松汝瓷有限公司、河南省中原

手造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办，中国民

主促进会河南省委文化艺术委员会、

文化产业研究会协办。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相卿、中国

工艺美术行业协会名誉会长张玉骉、

河南省工艺美术行业协会副会长陈柏

伶、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李晓涓、大河

报原大河文创事业部主任宋璟瑶、河

南工业大学设计艺术学院院长王庆斌

教授组成的专家评审团队，通过投票

方式遴选出了本届比赛一二三等奖作

品及优秀奖作品。

据悉，河南省“玉松杯”汝瓷茶器

设计大赛，是河南省产学研结合与校

企合作的知名品牌。本届大赛坚持

“传承、发展、绿色、环保、新颖、时

尚”理念，通过青年茶生活方式，开

发设计“我喜欢的茶器”，创造轻松、

便捷、愉悦的饮茶体验，通过工业设

计带动传统茶器具产业实现转型升

级，以达到弘扬汝瓷文化和河南茶文

化的目的。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袁珊珊安宇
辉）12月14日，记者从汝州市财政局获悉，今年

前11个月，汝州市共完成政府采购脱贫地区农

副产品交易总额43.60万元，完成全年预留采购

份额40.88万元的106.65%，提前完成上级下达

的全年采购任务。

为切实做好此项工作，汝州市财政局以省

财政厅等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深入开展政府

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支持乡村产业振兴的

通知》为指南，精心组织，推动实现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用足用好

“832”平台。

据介绍，“832平台”是由中华全国供销合作

总社依托“供销e家”建设的集交易、服务、监管于

一体的电子化交易平台，2020年1月正式上线。

省财政厅等部门文件下发后，汝州市财政

局即与相关部门联合发出通知，明确要求市直

各预算单位优先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预留

采购“832”平台的份额不低于食堂采购农副产

品总额的10%，并组织各预算单位专职人员参

加“832”平台线上培训，积极与“832”平台对接，

为提前一个月完成全年采购任务铺平了道路。

曝光违法违规典型案例
汝州市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专项整治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高素会）12

月15日，记者从汝州市应急管理局获悉，为进

一步加强和规范安全培训管理，切实提升从业

人员安全素养和技能水平，该局日前下发通

知，安排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专项整治，时

间为2021年12月至2022年10月。

此次整治分为自查自改、执法检查、督导

提升3个阶段进行。其重点是围绕安全培训

机构、考试机构和考试点、生产经营单位等3

类主体开展，主要检查安全培训机构安全生产

培训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安全生产培训档案是

否规范、考试机构与考试点考试管理制度是否

健全、生产经营单位是否存在特种作业人员无

证上岗或持假证上岗情况等14项内容。

通过专项整治，整顿一批管理不规范的安

全培训机构，淘汰一批不具备基本条件的安全

培训机构，查处一批培训制度不落实的生产经

营单位，曝光一批违法违规典型案例。

社会公众可通过12350、0375-6887222

电话举报安全生产培训和考试违法违规行为。

不畏严寒 执行为民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我为群众办实事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高攀超）

12月8日早上6点，汝州市人民法院内警

车列队，干警整备集结，执行局副局长郭志

军作战前动员讲话，拉开了专项执行集中

行动的序幕。

此次专项执行行动重点针对群众反映

强烈，与百姓利益息息相关的涉民生案件，

以及涉农商行案件执行难的突出问题，对

2021年以来未执结的相关案件逐一排查，

对有能力履行拒不履行的失信被执行人采

取拘留措施。通过执结一批案件，确保有

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在期限内全部执结。

当日，执行干警兵分6路，奔赴18个乡

镇、街道查找被执行人。此次专项执行行

动持续近10个小时，查找失信被执行人72

人，拘传33人，当场履行完毕案件4起，和

解4起。交付土地两块，涉案标的金额644

万余元，执行到位金额43.5万余元。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赵银
奇）12月15日，记者从汝州市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获悉，入冬后，随着客

运市场日渐繁忙，非法网约车、黑出租也

有所抬头，为保障客运市场公平安全运

营，该大队计划利用1个月时间，严打非

法网约车、黑出租。

为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实现精准

打击，该大队借力AI技能对人脸、车辆

等进行抓拍与识别比对，引入公安交通

集成平台，对各重要路口过往机动车信

息进行检索，利用大数据分析，一旦监测

到疑似违法行为车辆，监测设备将自动

抓拍有效信息且系统会自动报警，进而

提升警情快速处置能力，实现精准拦截、

精准打击。

截至12月13日，该大队共查处非

法网约车、黑出租20台。

12月14日，平顶山市生态环

境局汝州分局在云禅大道，对过往

重型柴油车辆尾气排放情况进行遥

感监测。为督促重型柴油货车营运

责任人落实车辆污染控制措施，今

年以来，该局利用机动车排气污染

遥感监测车，采用灵活布点的方式，

在不同路段开展遥感监测。

本报记者张鸿飞通讯员杭高博摄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平党申）为贯彻落实省

委、省政府开展的以“治理六乱、开展六清”为主要内容的

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汝州市夏店镇积极行动，以

建设美丽宜居村庄助力乡村振兴为目标，依托“党建+网格

化”治理新模式，日均出动人员600余人次，出动机械车辆

80余台次，掀起了今冬明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高潮。

据悉，在今冬明春的人居环境整治中，夏店镇成立了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专班，制订了镇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实

施方案，对全镇20个行政村进行了片区及网格分工，各村党

支部牵头，全方位清理村庄道路、河道沟渠杂草、垃圾，督查

专班不定期督查暗访，定期排名，晒整治照片，通过微信群、

大喇叭等媒介加大宣传力度。

夏店镇党委书记焦慧涛说，将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

堡垒和党员干部模范带头作用，确保人居环境整治各项

任务落实落细，使村庄净起来、绿起来、亮起来、美起来，

让干净整洁的人居环境成为扮靓乡村振兴的“底色”。 铺设排水沟 平党申 摄

第四届河南省“玉松杯”汝瓷茶器设计大赛落幕

茶器有形 匠心无界

纸坊村扶贫车间一侧，一台挖掘机

正在给公路外侧挡土墙输送混凝土，十

几名头戴安全帽、身穿工作服的工人用

铁锹铲卸、铺平，施工现场热火朝天。

这个扶贫车间紧邻河道，河岸上

原为农田、住宅等，以浆砌片石挡土墙

作为防护。7月20日连强降雨突袭汝

州，导致河水暴涨，原挡土墙几乎全部

冲毁。汛期过后，寄料镇结合地形、地

质情况，以及综合条件，在原址开工建

设河坡防护工程，以满足群众正常生

产、生活需要。

寄料镇党委书记高项冰说，为及

时修复水毁工程，确保度汛安全和群

众生活、生产需要，镇里按照“先重点、

后一般，先生活、后生产，先应急、后长

远”原则，在全镇范围内进行水毁工程

修复，目前，已应急修复道路116处、

桥涵64处，基本解决了村组道路通行

问题，重建和修缮房屋194户，现已全

部竣工。

颁奖仪式 刘怡颖摄

□本报记者张鸿飞汝州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郭营战通讯员朱梦文文/图

“我们现在只是搞了
一个试点，但是能看出来
效果非常不错，解决了周
边50余名老弱劳动力就
近就业问题，而且有6万
多元集体经济收入！”12
月 13日上午，记者到访
汝州市寄料镇泰山庙高
效农业试点采访，泰山庙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宋强高兴地说。

今年以来，寄料镇以
坚持灾后重建、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两不误”，疫
情防控、项目建设“两手
抓”为原则，聚焦“项目为
王”持续发力，项目建设
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喜人
态势。

运用新科技 严打黑出租

遥感监测尾气排放

查找隐患点 拧紧“安全阀”

上路执法 赵银奇摄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龙头工程、基础工程，是

保障粮食安全的坚实基础。连日来，

在该镇张坡村、温楼村、周庄村、闫小

寨村、妻贤庄村、南程庄等村，高标准

农田建设正如火如荼。

寄料镇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计划

完成1万亩，初步形成田成方、林成

网、路相通、渠相连、灌溉水利化、耕作

机械化的现代化农业雏形，达到集中

连片、旱涝保收、节水高效、稳产高产、

生态友好，使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日渐

完善，农田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升，为

粮食稳产高产提供强力支撑，实现经

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同步增长。

截至目前，该镇已钻探完成深水

井4口，路基勘测、水塘修复、电网架

设、灌溉管道铺设正加紧建设。

泰山庙高效农业试点由泰山庙村

集体经济合作社、泰山庙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联合建设，目前，一期已建设占地

17亩的塑料大棚基地，主要种植反季节

蔬菜，计划年底前再建10个塑料大棚。

宋强说，通过推进现代高效设施

农业建设，鼓励农民走规模化种植道

路，使高效农业试点成为汝州及其周

边县市重要的反季节蔬菜输出地，巩

固集体经济，有力带动农民增收，实

现乡村振兴。

走进徐庄村扶贫基地里的汝州

市瑞沣达包装有限公司，32名工人有

的分拣整理废纸，有的粉碎打浆，有

的压模转运，有的定型剪裁，每一道

工序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现在能在扶贫车间里打工，离

家近，一天有近100元收入。”徐庄村

脱贫户张跃敏说，自扶贫车间进村

后，她做到了就业挣钱、照顾家庭、干

农活“三不误”。

寄料镇矿产资源丰富，但由于过

去过度开采，造成矿山地质环境恶

劣。

为严守耕地红线，保障发展优化

资源配置和保护环境，该镇大力推进

历史遗留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项目

建设，让工矿废弃地披上“绿色外

衣”。

据悉，该镇正在对寺沟自然村、

寄料自然村、高庙皮沟自然村、炉沟

村等地废弃矿山进行生态修复治理，

修复面积约13公顷，全部修复后将新

增旱地1.94公顷、乔木林地2.86公

顷、灌木林地 6.31 公顷、其他林地

2.25公顷。

1 建设万亩高标准农田

2 灾后重建蹄疾步稳

3 生态修复工程显成效

4 集体经济拓宽增收渠道

■温馨提示

您在出行时，请选择正规合法的出租、网约

车公司，可拨打客服电话0375-3331871，或手机

下载“豫州行”，1.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豫州

行”，2.点击“城际快线”选择出行地点、出行日

期、乘车时间，3.选择上下车地点，完善乘车人信

息，填写能接收短信的电话号码，就可以订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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