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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韩
恒超）近日，公安部追授我省民警叶

光辉、郝锐、刘磊、杨彦峰、卢阁同志

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荣誉称

号。

叶光辉牺牲前是汝州市公安局临

汝镇派出所副所长，四级警长，二级警

督警衔。2021年11月18日，叶光辉在

临汝镇菜园村处警时，为保护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突遭犯罪嫌疑人暴力袭击，

身负重伤，不幸壮烈牺牲，生命的年轮

定格在了39岁。

6月15日是2022年“全国低碳日”，汝州

市在工人文化宫游园举行“落实‘双碳’行动，

共建美丽家园”主题宣传。平顶山市生态环

境局汝州分局志愿者围绕主题，通过宣传展

板、宣传手册、现场讲解等形式，向群众宣讲

低碳节能知识，积极倡导绿色低碳生活理

念。 杭高博摄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汝州市融媒体

中心记者郭营战）“早晨五六点村民们都

来摘西瓜了，两个小时1000斤西瓜摘

完，上午一发货，一天的工作就结束了，

卖得快，价格高。”6月18日上午，在汝州

市温泉镇侧崆庄村集体经济项目崆峒山

庄的简易房内，正在往外发货的村党支

部副书记王晓峰擦着脸上的汗说。

简易房的地上，堆放着几百斤等待

分装的西瓜，每个西瓜两三斤的样子，

套着红红的网袋。一旁，是整整齐齐摆

放着的半人多高的箱子，里面装着包装

好的西瓜。王晓峰的手机不时响起：

“这两天订购的人多，摘出来的西瓜都

不够分。”

崆峒山庄紧邻道教圣地崆峒山，人

杰地灵，土壤富含硒元素。6年来，占地

400亩的崆峒山庄先后引进种植大棚富

硒袖珍西瓜、巫山脆李、纸皮核桃、春兰脆

桃、水果玉米等农特产品，四季常绿、三季

有花、两季有果，呈现出春季烂漫、夏季芬

芳、秋季丰韵、冬季青翠的独特景观效果，

生态环境和经济效益双丰收。尤其是富

硒袖珍西瓜采用大棚、滴灌、吊秧等新技

术，西瓜甜度高、营养价值高，深受消费者

喜爱，产品销往浙江、北京等地。

“从5月30日开园，每天上市1000

斤左右，每箱4~6个，平均重量17斤左

右，批发价100元，我们的富硒袖珍西瓜

已经成为一个品牌，再有两三天就罢园

了，预计产量两万斤，产值10万多块

吧。”王晓峰又笑了。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任可）截

至6月22日，汝州市住建局今年前6个月

实现线上审图23个建设项目，大幅度提高

了审查效率，为企业节约了成本，实现“零

跑腿”。同时，线上审图模式的“零接触”

办理，有效避免了疫情防控期间人员聚

集。

据悉，自2021年12月以来，汝州市住

建局标准定额科为进一步提升施工图审

查效率，缩短工程建设项目审批跨度时

间，在建设单位完成规划方案技术审查、

规划方案不变后，即通过平顶山数字化施

工图联合审查系统进行施工图联合审查，

上传与规划方案相符、满足设计深度要求

的施工图设计文件。施工图审查机构可

先行实施线上审图，待建设单位补充上传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其附件，并确定

审查合格的施工图设计文件与批准的规

划方案相符后，出具《房屋建筑工程（市政

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将

“人带着图纸跑”变为“图纸在网上走”，审

图进入数字化时代，审图时间大幅缩短，

为企业节约了大量成本，进一步优化了营

商环境。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仝霖李延
民）6月21日，汝州市交通运输局发来消息，

该局S241改建工程，日前获平顶山市重点

工程建设劳动竞赛先进集体。该奖项由平

顶山市总工会、平顶山市发改委联合颁发。

S241改建工程项目为原汝南工业大

道升级改造项目，路线全长5.225公里。

项目采用二级公路兼具城市道路标准，双

向6车道，路基宽度40米，总投资3.24亿

元。该项目实施有助于改善汝州市经济

技术开发区的投资环境，加强经开区的基

础设施建设，吸引更多的企业进驻进行投

资，是促进汝州市城区发展的一条重要干

线。2021年12月1日，S241改建工程项

目实现主车道全线通车。

□本报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李晨霄齐俊涛文/图

农业路的紫荆花、中央公园的牡丹

花、月季园的月季花……这里那里、这

花那花，频频刷屏的是汝州满城不同季

节绽放的美丽的花。

6月22日，汝州市住建局发来消息

说，2022年，汝州市主城区园林绿地面

积达到了520万平方米，形成了四季花

常开、四季常绿的城市园林景观。

一专多能见精神

6月份，文化宫游园开始改建便民

步道，汝州市城市园林管理中心园林工

桂水旺一边观摩学习，一边说：“现在，

我们是凭技术发工资，等我学会了铺地

砖，就又可以涨工资了。”

据悉，随着绿化管养面积不断增

多，汝州市城市园林管理中心开展一专

多能、一岗多能活动，邀请专家开展植

物修剪、病虫害防治、园林植物习性及

管理要点等技能培训，形成了园林养护

“三员”，即：安全员、植保员、设备员管

理模式，结合园林工作实际，设立了26

项工作技能，将工资与技能挂钩，形成

一线工人工资定级制度，使工资标准与

工作技能相结合，充分调动了一线职工

的工作积极性、学习主动性。

一刀一剪现精细

“你看看我剪的女贞造型咋样？”

在丹阳路，经园林工人动过刀剪之

后，元宝形、花篮形、糖葫芦串等绿色景

观呈现街头。

在日前组织的夏季修剪技能比赛

中，汝州市城市园林管理中心设置了灌

木修剪、造型修剪、绿篱修剪等项目，将

日常修剪和整个夏季苗木养护相结合，

最终评选出“金剪刀”选手。

该中心还完善建成了云禅大道、宏

翔大道、建设路等绿化取水点6处，铺

设管道 9250 米，铺设中水浇灌管道

3280米，管网全部完善后，每月能节省

浇灌费用20余万元。

一树一木上“户口”

今年5月份，汝州市城市园林管理

中心开展了苗木数字化定位及普查统

计工作，为绿化苗木建立种类、数量、现

状、位置等信息档案，确保所有苗木有

“户口”和“身份信息”。目前，已完成广

成路、广育路、安国路等24条主次干道

42875棵乔木、32.23万平方米的绿地

普查及定位工作。

该中心主任钟纪刚说，根据排查，

发现部分“老龄”树木存在长势不良、枝

条干枯等问题，中心立即开展了20年

以上树龄树木的复壮工作，为2804棵

长势较弱的树木进行打孔施肥、灌根、

施药。

洗耳河街道领导看望慰问中考师生
本报讯 6月21日，洗耳河街道党

工委书记张朝军、办事处主任邢胜军一

行来到汝州市二中、八中，看望慰问中

考师生，为全体师生送上慰问金和慰问

品。 （丁亚伟）

汝州市妇联组织技能培训
本报讯 6月19日，汝州市妇联组

织的“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培训班结

业。在为期5天的培训中，汝州市家家

靓职业培训学校教师张娟应邀为107

名学员，讲授了面点制作、养老护理员

职业道德、老年人安全防护、常见疾病

护理等方面知识。 （康戈）

蟒川镇领导看望慰问中考师生
6月21日，蟒川镇党委书记于跃

峰、镇长潘向辉一行，分别到汝州市区

中考师生住宿宾馆、蟒川镇中学分校看

望慰问中考师生，为他们送去了慰问品

和5000元慰问金。

（马鹏亮）

汝州市公路局慰问一线工作人员
近日，汝州市公路管理局分别前

往G344骑庄至汝洛界改建工程项目

部、应急中心，为坚守一线工作人员

送去了矿泉水、西瓜等防暑降温慰问

物品。 （宋哲哲）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谢红
婵）6月21日，汝州市区丹阳路东段，市

政工人正在安装智能窨井盖传感器。

当天，汝州市首批100个智能窨井盖分

别在汝州市区广成路、风穴路、西环路、

丹阳路完成安装。

汝州市市政有限公司市政管养队

队长姬保国说，智能窨井盖传感器对窨

井盖的移动、沉陷、缺失等，能够第一时

间报警至数字中心，数字中心管理平台

能够第一时间将相关信息传达给市政

管理人员，市政管理人员接到信息后会

第一时间达到现场，对报警窨井盖进行

维护或更换，实现隐患窨井设施精准化

管理。

据悉，为守护市民群众“脚底下的

安全”，今年以来，汝州市住房城乡建设

局多措并举加强窨井设施监管，开展窨

井设施普查，建立“一路一档案、一盖一

编号、一井一权属”窨井电子档案，公共

区域和非公共区域“全覆盖、无遗漏、无

盲区”；启动城市公共区域窨井盖专项

整治行动，排查整治隐患窨井设施1260

套；实施窨井盖智能升级改造，试点加

装传感器等智慧化功能，实时远程监控

窨井设施，大大提升了窨井盖的安全管

理效率和水平。

□本报记者张鸿飞通讯员张书辉

“说实话，咱脱贫户养羊是挣起赔

不起。以前养的羊不小心死了，损失都

是自己承担。现在一只羊保费8块钱，

羊死了能按每公斤16块钱赔偿我，大大

减轻了养殖风险，俺家能放心大胆地扩

大规模了！”6月22日，汝州市夏店镇黄

沟村脱贫户陈小妮拿着保险单，欣喜地

对前来走访的驻村第一书记李海涛说。

黄沟村位于柏崖山脚下，曾是省定

贫困村，汝州市畜牧局结对帮扶黄沟村

之后，因地制宜，鼓励引导稳定脱贫户

毛振江成立了金旭牧肉羊养殖合作社，

带领107户村民和78户贫困户发展肉

羊养殖脱贫致富，涌现出毛艳周、李连

京、王冰冰、陈小妮等一大批脱贫摘帽

先进典型。截至目前，黄沟村肉羊存栏

3000余只，年出栏5000余只，实现增收

225万元。

俗话说：“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

受市场、管理水平、自然灾害、疫病等因

素制约，黄沟村脱贫养殖户抵御市场风

险和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有限，如何确

保最大限度降低他们在疫病和自然灾

害面前的损失，早日挣脱畜牧养殖风险

的桎梏羁绊，让畜牧养殖成为引领产业

兴旺促进乡村振兴的推进剂，成了李海

涛和工作队急需解决的头等大事。

今年年初，李海涛和驻村工作队、村

“两委”与中国人保财险汝州支公司协

商，决定为养殖户办理保险，经多轮磋商

达成共识，将黄沟村养羊群众以金旭牧

肉羊养殖合作社牵头的方式进行投保。

按照保险条款约定，每只羊保费40元，

汝州市财政补贴32元，群众只需交纳8

元即可完成投保。保险期内，因自然灾

害、疾病、意外、火灾等发生的死亡均可

获得保险理赔。在多方努力下，黄沟村

首批1000只肉羊保单签订成功。

黄沟村返乡创业的山里娃农牧有

限公司负责人毛晓佩说：“我养了200

多只羊，养殖过程中出现死亡现象是不

可避免的，规模越大，风险也越大。有

了保险兜着底，我现在信心十足，要扩

大规模。”

李海涛说，这次肉羊养殖保险的签

约，开了汝州市以脱贫户群体为代表的

散养户产业发展保险的先河。根据黄

沟村产业发展现状，采取“保险兜底”的

方式，极大降低了脱贫户返贫的风险，

也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

振兴，培育壮大畜牧产业促进乡村振兴

提供了有力保障。

汝州民警叶光辉

被公安部追授二级英模

汝州夏店镇黄沟村

为肉羊养殖上“保险”

推窗见绿 开门见景
汝州市全方位推进园林精细管理

平顶山市生态环境局汝州分局

开展全国低碳日宣传

平顶山市重点工程劳动竞赛 S241改建工程获先进集体

汝州市住建局 推行数字化审图让企业“零跑腿”

温泉崆峒山庄

富硒袖珍西瓜销路好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汝州市融媒

体中心记者郭营战）“我们村临近汝

河，种植水稻有 300年的历史。最近

几年由于水位下降，原先的水田都改

种小麦、玉米了。今年6月初，在河南

天泽康养中心的帮扶下，我们发展村

集体经济，流转村民土地 50亩，引进

富硒香米种植。”6月 20日，汝州市温

泉镇南王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王无现说。

该项目是汝州市落实全国“万企兴

万村”活动、助力乡村振兴的举措之一，

由河南天泽康养中心有限公司出资流转

土地、南王庄村“两委”集体管理，收益后

按比例分成。

67岁的水稻种植能手、4组村民王

章星看好这个项目：“一般夏至前后是插

秧的最好时节，按我们村多年的种植经

验计算，一般亩产水稻在1500斤以上。

从目前秧苗的适应性来看，如果田间管

理到位，应该可以稳产。”

河南天泽康养中心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邱生杰说，预计到10月初收割，稻

米产量应该可以达3.5万公斤以上，大

部分收益将留作南王庄村集体经济收

入。在第一年试种成功的基础上，公

司将继续扩大种植面积，同时探索引

进水田养殖泥鳅等模式，提升产业附

加值，为南王庄村集体增收，助力乡村

振兴。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汝州市融媒体

中心记者郭营战）起伏的坡地上，一垄垄

的辣椒有的开满了浅黄色的小花，有的

已挂满青椒。盛夏时节，走进汝州市杨

楼镇范庄村东侧辣椒种植基地，一阵阵

浓烈的辣味扑鼻而来，红火有劲。

“咱的地里都用的是水肥一体的滴

灌系统，这一阵气温高，正是辣椒旺长的

时候，预计7月中旬第一批辣椒即可上

市。”6月21日上午，戴着凉帽在田间管

护辣椒苗的恒畅农业公司负责人尹军

楼，黝黑的脸上泛着丰收的喜悦。

尹军楼以前是种烟大户，从2017年

开始从安徽引进20多个辣椒品种，因脑

子活泛，又不怕吃苦，很快成为辣椒种植

的行家里手。

“辣椒喜欢高温，水分不能缺，但水

分又不能过大，最怕大水浸泡根部；而且

耕地每隔两三年要改种其他作物，最怕

重茬，导致产量下降。”5年的摸索，尹军

楼总结出了大棚种植、地膜覆盖、水肥滴

灌、辣椒西瓜间作等一套种植实用技术，

由此，他在辣椒生产稳步增长的同时，带

动了一批种植户加盟。

尹亚论是范庄村5组村民，在尹军

楼的示范带动下，目前已发展辣椒种植

60多亩，“一亩地一年的净收益在3000

元左右，种辣椒只要不怕吃苦，还是比出

去打工稳当。”

依托优越的水利条件和适宜辣椒生

长的丘陵土壤，范庄村现在已发展辣椒

种植1000余亩，并向周边的五六个村庄

扩展，总种植面积达3000余亩，成为当

地一个特色农业种植项目。在辣椒采摘

季，当地的务工农民经常“一人难求”。

尹军楼说，每亩地可以产鲜椒2000

公斤、干椒500公斤，大部分销往云贵川

等省份。两年前，为了延伸产业链条、提

升产业附加值，经过市场考察，他开发出

了辣椒酱、米线酱、香辣酱、香菇酱等农

特产品，并申请了“华豫恒畅”“豫汝楼

哥”等注册商标，品牌特色农业之路越走

越广，“去年卖了6万瓶，今年准备增加

韭花酱品种，预计生产各种食用酱30万

瓶。”

谈到加盟种植时，尹军楼很直率：

“大伙都种辣椒了，就形成了一个产业，

要打造知名品牌，吸引外地客商。正是

因为这样的考虑，不管本村的还是外村

的，谁来问我，我都毫不保留为他们传授

技术。”

尹军楼管理辣椒苗 郭营战摄

尹军楼

5年磨砺带出
一个辣椒种植基地

温泉南王庄村 引种50亩富硒香米

简讯一组

汝州市首批100个智能窨井盖携传感器上岗

等待采摘的富硒袖珍西瓜 郭营战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