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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RⅡ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于俊鸽）

“刚刚急着出门，忘记戴口罩了，还好穿红

马甲的小姑娘给了我一个口罩，我心里挺

暖的。”1月17日上午，汝州市紫云路街道

铁炉马村村民任利娟激动地说。

自汝州开始在村（居）设置疫情防控卡

点后，紫云路街道率先发出招募令，动员8

个村（居）的大学生、优秀青年和退休职工，

参加本村的疫情防控。短短几天，紫云路

街道就有200多人报名参加志愿服务。

“请出示您的健康码和行程码。”1月

12日，铁炉马村探亲回家的现役军人马瑞

强在该村卡点执勤时说，他将以一个党员

和军人的本色，坚决完成好村党组织分配

的各项任务。

贾建伟看到招募令，立即拨通了郭林

山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伟东的

手机，请求报名加入志愿者队伍，“我在村

小学干了12年，要为群众多做些事。”

贾建伟和妻子武彩虹是郭林山庄村小

学正、副校长，两人都加入了志愿者队伍。

1月15日中午，吴洼社区的志愿者高

红伟一边给大家盛饭一边说：“咱们连着

两个中午吃了两顿饺子，伙计们明天想吃

啥都说说。”

本轮疫情发生后，吴洼社区共设置了

三个卡点。为了保证近30名执勤人员有

热饭吃，吴洼社区开灶燃火，原先在工地

食堂当大厨的高红伟每天变着花样满足

大家的胃口。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平
党申）1月18日，记者从汝州市夏店

镇获悉，夏店镇关工委办公室主任

甄奎亮获河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

进工作者荣誉，夏店镇关工委获平

顶山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荣

誉。另有4所学校和一批个人获汝

州市表彰。

甄奎亮，65岁，从教40余年，

退休后被夏店镇政府聘为镇关工

委办公室主任。2021 年，甄奎亮

围绕庆祝建党一百周年主题，组

织了系列活动。其中，2021 年 6

月，他以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革

命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诗

文为主线，用3天时间撰写了《追

忆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一文，展

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

行艰苦卓绝斗争的光辉历史。在

夏店镇中小学校巡回宣讲，受教

育师生 4000 余人；2021 年 7 月，

他利用书法的特长，以毛泽东、朱

德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诗文为主要

内容，创作了100幅书法作品，在

夏店镇及中小学校展出；2021 年

教师节前夕，他动员夏店镇12名

企业家为夏店镇教育基金会捐款

16万元，用于表彰夏店镇成绩突

出的优秀教师和先进集体，帮助

生活特别困难的教师和学生。

在甄奎亮的组织下，夏店镇关

工委深入中小学校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进校园、普法进校园、书法教育进

校园、道德建设进校园等系列活动，

在20个行政村的青少年中开展防

溺水宣传、疫情防控宣传等，并开展

为留守儿童送温暖等活动，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

防控疫情防控疫情 众志成城众志成城

1月16日晚，汝州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在市区开展了预防性集中消杀工作。经20台执法车辆用车载广播提示性宣传后，22时许，该局

出动雾炮车2台、养护车10台、洒水车16台，对城区30条主次干道、57条背街小巷等进行消杀。本报记者张鸿飞通讯员王丹涛摄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高攀超）1月18日，记者从汝州市

人民法院获悉，新一轮疫情发生后，该院在分包的三个无主小区设

置了疫情防控卡点，为派驻在米庙镇于窑、榆疙瘩庙、安庄、王河盘

等村的工作队送去了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资，以及桶装面、手套、

值班棉被等。

据悉，为防控疫情，该院按照汝州市委、市政府指示精神，统筹安

排，周密部署，形成了联防联控机制，广大党员干警冲锋在前，成立

了疫情防控临时党支部，将党旗插在抗疫第一线。该院在疫情防控

卡点建立了小区住户微信群，及时发送防疫抗疫信息，并利用中午、

晚上时间入户排查，详细了解居民的最近生活轨迹，走动情况，并按

要求劝导广大群众白事简办、婚礼推迟，不参加集聚活动、不走亲访

友，不信谣、不传谣。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平党申）

1月17日，夏店镇组织人员到毛寨村、新

村、上鲁村三个重点疫情防控卡点，看望

慰问在卡点值守的镇村党员干部、志愿

者，送去了方便面、矿泉水等慰问品。

毛寨村卡点位于夏店镇、陵头镇交界

处，是夏店镇疫情防控的东大门；新村卡点

位于夏店镇镇区，车多、人流量大；上鲁村

卡点位于县道坊庙线夏店镇西出镇口，是

夏店镇通往庙下镇、临汝镇的交通要道。

夏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王磊代表镇

党委、镇政府向卡点值守工作人员表示了

慰问，并要求卡点值守工作人员严格落实

返乡人员扫码、测体温、登记等防控措施，

织密筑牢夏店镇疫情防控第一道防线。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郭应
莉）连日来，汝州市教体局召集的47名体

育志愿者一直坚守在乐达小区疫情防控

卡点，协助扫码、测温，耐心帮助老年人

完成信息登记，利用午休时间进行住户

情况信息登记摸底。

“疫情无情，人有情，作为志愿者，我

可以去需要我的地方，累一点没什么，能

为防疫工作尽一点自己的绵薄之力就

好。”一位志愿者说。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韩恒超）1

月18日，记者在汝州市陵头镇养田村采访

时看到，除了值守的大学生志愿者，养田村

的疫情防控卡点多了一道电动升降格挡。

在此之前，养田村卡点和大多数村一

样，拦挡行人、车辆通行采用的都是一根绳

子加红布条。汝州市公安局派驻养田村第

一书记张红阳说，这个电动升降格挡是从

村党支部书记那里借来的，村里的疫情防

控卡点就像工厂、小区的大门一样，符合疫

情防控要求的进出，值班人员按下电钮即

可通行，既实用又美观。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王
彦峰）1月18日，记者从汝州市农业

农村局获悉，为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工作中做好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

及时让学员们了解掌握果树冬季修

剪技术，河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汝州市分校举办了为期5天的果树

冬季修剪技术网络直播培训。

河南科技大学林学院实践教学

副教授叶晓方应邀围绕果树冬季修

剪树形整理等内容，在田间地头现

场讲解桃、苹果、葡萄、柿子等果树

的冬剪技术，为学员答疑解惑。

学员们表示，直播让他们学到

了果树冬季修剪技术，也不用担心

疫情风险，方法灵活实用，受益匪

浅。

根据云上智农平台数据显示，

本次网络直播课程观看人数总计超

过2200人次，其中单场最高人次达

到830人，累计授课时间超过20小

时。此次网络直播培训结束后，汝

州市农业农村局将直播课程视频课

件整理后，上传至云上智农平台，用

户可在云上智农平台随时学习。

据悉，云上智农App是在农业

农村部科技教育司指导下，由中央

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负责设计开发的

农业教育综合服务平台，是全国农

业科教云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宋
佳）1月14日，汝州市人民法院召开

2021年度工作通报会。该院党组书

记、代院长楚军荣对2021年各项工

作进行了总结点评，对2022年工作

提出具体要求。

楚军荣说，一是进一步提高政

治站位。要严格贯彻落实疫情防控

工作各项要求，毫不松懈抓好疫情

防控工作，落细落实各项措施，坚决

克服松懈、麻痹思想；要统筹抓好本

职工作，充分运用智慧法院建设成

果引导群众线上办理诉讼业务，稳

步推进审判执行各项工作。

二是凝心聚力聚焦主业。要在

着眼全局中思考，提前谋划全年工

作，在服务大局中推进落实工作，加

强审判态势分析研判，充分运用审

判流程管理手段，细化工作举措，确

保案件质效提升；不断推进两个“一

站式”建设工作，持续深化“我为群

众办实事”活动，打造方便快捷的诉

讼环境，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三是从严从实带队伍。要巩

固深化教育整顿成果，持之以恒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

神，坚决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

抵制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不断改

进工作作风，进一步增强干警廉洁

自律意识，有效防止违法违纪行为

发生。

四是扎实做好年底总结和年初

谋划工作。要认真梳理全年工作，

总结好的经验做法，谋划好新一年

各项工作，在新举措、新思路、新方

法上下功夫，为新一年开好局、起好

步奠定基础。

楚军荣在讲话中号召全体干警

锐意进取、砥砺前行，用实际行动回

应新时代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新

要求、新期盼，在新时代、新征程上

奋力推进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以

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张
好娜）1月19日，记者从汝州市人民

法院获悉，该院钟楼法庭综合运用

在线调解、在线庭审、在线送达等方

式，一天内远程开庭案件12件、微信

调解案件8件、电子送达裁判文书4

件。

1月17日，因被告身在外地，在

征得原告同意后，钟楼法庭李亚芳

团队通过远程视频开庭审理了张某

某诉周某某民间借贷纠纷案，原被

告足不出户参与了庭审。另外，刘

某某诉李某某离婚纠纷案，在微信

群内达成调解协议后，书记员根据

双方达成的调解方案制作了调解笔

录，并通过“出庭”小程序及时发送

给当事人签字确认，借助电子送达，

在双方确认后的10分钟内完成了

文书送达工作。

年关将至，面对严峻复杂的

疫情防控形势，钟楼法庭各办案

团队积极贯彻新《民事诉讼法》，

集中审判力量，着力推动案件审

理加速度。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史红乐）1

月18日，记者从汝州市妇联获悉，为让困境

儿童度过一个温暖、幸福、有爱的新年，汝州

市妇联为该市21个乡镇、街道困境儿童发放

爱心童鞋101箱、2200多双。

据悉，这批爱心童鞋来自平顶山市妇联，

由汝州市巾帼志愿者和爱心人士参加运送和

发放，为困境儿童送去了关爱。

汝州市妇联主席彭玉玲说，希望更多爱

心人士踊跃参与到关爱儿童公益活动中来，

积聚更多的社会正能量。各乡镇、街道妇联

在爱心物品发放中，要以困境儿童优先，专人

负责、建立台账，确保第一时间把爱心物品发

放到最迫切、最需要、最困难的孩子手中，让

困境儿童在寒冬中感受到来自社会大家庭和

妇联组织的关爱、温暖。

汝州市区开展预防性集中消杀工作

汝州市法院 党员干警携手战疫情

夏店镇
慰问防疫值守人员

汝州市体育志愿者
助力社区疫情防控

紫云路街道 200多名志愿者冲锋“疫”线

养田村 防疫卡点装上电动升降格挡

河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汝州市分校

直播果树修剪技术 学员受益匪浅

汝州市法院

持续深化“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

钟楼法庭一天内远程开庭案件12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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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杨
林辉）为最大限度降低疫情给当事

人带来的影响和风险，减少人员出

行聚集，日前，汝州市人民法院庙下

法庭利用“微法庭”的便捷优势远程

调解一起案件。

原告余某某诉被告杨某纠纷

一案，原告于 2022 年 1 月 6 日立

案，承办法官接手案件后，与当事

双方沟通联系，最终促成双方达成

一致意见，并在征得双方同意后建

立了案件调解群，利用微信进行在

线调解，通过视频确认原被告双方

的身份，提示让原被告认真核对调

解协议的内容，最终促成双方当事

人达成调解协议，并将民事调解书

通过电子送达方式送达双方当事

人。

庙下法庭用微信远程调解纠纷

夏店镇 关心下一代工作获表彰

汝州市妇联 为困境儿童送新鞋

分发新鞋分发新鞋史红乐史红乐摄摄

授牌平党申摄

在卡点了解情况高攀超摄

卡点装上电动升降格挡卡点装上电动升降格挡韩恒超韩恒超摄摄

1月19日，汝州市紫云路街道郭林山庄村村民张占修7天自我隔离期满，经核酸检测，结

果为阴性，恢复正常生活。据悉，1月12日张占修返汝，当天被其儿子，即该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张伟东劝到了家中一间屋子里自我隔离。 本报记者张鸿飞通讯员于俊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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