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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RⅡ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汝州市融媒体中心

记者郭营战）6月23日，汝州市庙下镇北刘村

村民刘丹丹家门口，20多名姐妹穿上演出服

装，摆出盘鼓，开始庆祝“七一”的演出排练。

北刘村文化合作社会扭秧歌、会唱戏的

“台柱子”王爱见说，合作社的负责人张妙兰

可不一般，以前在外地做生意，两年前回到村

里，花10000多元买了音响、盘鼓等设备，参

加活动的人一下子从20多人发展到现在的

100多号人，大家兑钱又添了花篮、腰鼓、服

装，从原先的“辣妈舞蹈队”变成了现在的文

化合作社。

既然变成了合作社，就得有专门的老师

带着排练，能演上一台像模像样的节目。这

不，69岁的村民霍耐芳挑花篮演得好，59岁

的村民杨玉环啥戏都会唱，领头人张妙兰盘

鼓打得好，三个女人一台戏，一场包括盘鼓、

腰鼓、扭秧歌、扇子舞、挑花篮、戏曲、小品等

众多节目在内的大戏就排练出来了。

“一场戏演下来，要两三个小时。”合作社

成员、6组村民华改能自豪地说。看到姐妹们

越闹腾越红火，家住村南的刘丹丹有一大间临

街闲房，主动邀请合作社到她家安营扎寨，还

免费提供场地和用电。

张妙兰说，“七一”前夕，合作社成员跟着

网上学习，排练了一个《姐妹洗晒战备粮》的

节目，在村里一演，大家都夸得不得了。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

讯员郭峰）6月 28日，汝州

市军事化矿山救护队组织开

展煤矿火灾救援实战演练，

模拟煤矿发生火灾事故，进

行紧急出动、灾区侦查、伤

员救治、安设巷道风障、高

倍数泡沫灭火机灭火等演

练。

通过此次演练，有效检

验了救援队伍在应急状态下

的快速反应能力和综合应急

救援实战能力。

66月月2424日日，，汝州市妇联与今日汝州市妇联与今日

汝州读书会举办主题读书会汝州读书会举办主题读书会，，旨在庆旨在庆

祝祝““七一七一”，”，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培养时代新培养时代新

人人。。汝州市妇联主席彭玉玲鼓励书友汝州市妇联主席彭玉玲鼓励书友

们与书为友们与书为友，，从小读好书从小读好书，，学党史学党史，，跟跟

党走党走。。 邱文晓邱文晓摄摄

66月月2244日日，，汝州市老区建设促汝州市老区建设促

进会进会、、今日汝州读书会联合举办读书今日汝州读书会联合举办读书

会会。。汝州市老区建设促进会副会长郑汝州市老区建设促进会副会长郑

海泉给少年儿童书友讲述了汝州抗日海泉给少年儿童书友讲述了汝州抗日

女英烈马英等人的故事女英烈马英等人的故事，，鼓励大家从鼓励大家从

小学党史小学党史、、跟党走跟党走。。 安汝保安汝保摄摄

▲

▲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闵梦磊）6月

24日，汝州市人民法院综合办支委会主题党

日活动如期举行。该院党组书记、院长楚军荣

为党员干警讲党课。

与会人员重温入党誓词之后，集中学习了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观看了保密教育片

《胜利之盾》，接着，楚军荣以“坚持对党忠诚，强

化纪律建设，做政治忠诚、纪律严明、尽责担当

的法院干警”为主题，分别从“对党忠诚，严守规

矩”和“严明纪律，知畏笃行”两个方面讲党课。

楚军荣强调，全院各部门尤其是综合部

门，要紧紧围绕审判执行工作中心，进一步抓

紧抓实党的理论学习教育，从党的百年征程和

优良作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践行政治忠诚、

恪守纪律规矩、勇担职责使命，注重团结协

作、树立全局意识、筑牢纪律红线，以实际行

动坚决践行“两个维护”。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刘雪）6

月23日，汝州市人民法院召开党务廉政

专员部署工作专题党组会议，按照政治

素质过硬、作风纪律优良、审判业务精通

的标准，从各党支部委员中选任12名干

警作为首批党务廉政专员，吹响一线“监

督哨”。

会议对党务廉政专员的职责、监督方

式等方面进行了明确，并就如何履职尽责

提出具体要求。今后，汝州市人民法院将

不定期召开党务廉政专员会议，总结交流

工作经验，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法，加强党务

廉政专员的业务培训，增强党务廉政专员

在一线开展监督工作的能力。

汝州市人民法院党务廉政专员上岗履职新闻 1+1

汝州市人民法院院长讲党课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马鹏亮）“接

过聘书，我感觉责任更加重大了，今后要对村

里群众关心的焦点、热点、难点问题进行监督，

发挥好自己的职责。”6月28日上午，在汝州市

蟒川镇组织的村级廉情监督员聘书发放仪式

上，严和店村廉情监督员刘朝豪这样说道。

按照《汝州市村（社区）廉情监督员管理办

法》要求，经过蟒川镇纪委、汝州市纪委的审核，

蟒川镇在34个行政村聘任了政治素质好、社

会接触面宽、知识面广、有广泛代表性和社会

影响的人士，担任所在村的廉情监督员。

廉情监督员享有知情权、质询权、核查

权、监督权和建议权，对于村内事务和群众关

心的焦点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有效监督，打通

了基层监督“最后一公里”，推动党风廉政建

设工作的深入开展。

蟒川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裴志远说，各

村的廉情监督员，让镇纪委多了一个听民声、

解民事的窗口，村民们也多了一个知事、议

事、明事、评事的平台。“我们将加强廉情监督

员的培训管理，使他们真正能加强和规范村

务监督工作，着力化解基层矛盾，减少违纪违

法问题发生，确保乡村稳定，为乡村振兴保驾

护航。”

6月27日上

午，汝州市人民

检察院组织离退

休老干部召开座

谈会，组织老干

部代表前往陵头

镇王湾民俗村参

观学习，鼓励大

家积极投身新时

代、奋斗新征程，

为推动新时代

检察事业高质量

发展贡献智慧和

力量。

李晓沛摄

□本报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王丹涛

6月24日，汝州市城市管理执

法局举办“帮扶流动摊贩、助力乡村

振兴”一对一帮扶结对暨消费帮扶

爱心单位授牌仪式，表彰在“乡村振

兴惠农助农平台”工作中取得显著

成绩的爱心单位，执法人员与菜农、

果农签订了一对一的帮扶责任书。

据悉，“乡村振兴惠农助农平

台”是该局为帮助城区沿街流动售

卖果菜摊贩中自产自销农户解决农

产品销售“最后一公里”而搭建的销

售平台。

煤山街道肖庄村的梁同聚说，

他家有长期生病的老伴和女儿，三

个人靠种地卖菜过日子，生活过得

很紧张。现在好了，城市管理执法

局的亚超经常来帮他给蔬菜拍照并

发送到朋友圈、微信群里，饭店老板

就会直接打来电话订购，要多少送

多少就行了，可省事。

长期以来，流动摊贩占道经营，

既阻塞交通又妨碍居民正常生活，

一直是居民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

在日常治理流动摊贩违规占道经营

管理过程中，该局创新管理思路，发

挥职能优势，帮助流动菜农与餐饮

行业共建“乡村振兴惠农助农平

台”，由全局执法人员一对一与菜

农、果农结对子，帮助不会使用智能

手机的菜农、果农及时发布蔬菜、瓜

果信息，在菜农、果农和餐饮行业之

间搭建起“桥梁”，让菜农、果农不用

起早贪黑冒着严寒酷暑在街头巷尾

叫卖，解决了违规占道经营问题，让

城市管理更有温度。

自今年2月以来，该项工作已

排查登记菜农、果农信息105家，邀

请286家餐饮商户加入“乡村振兴

惠农助农微信群”，执法队员与菜

农、果农一对一结成103个帮扶对

子，并向幸美超市、农夫炒鸡等首批

六家商户授予“消费帮扶爱心饭店

（超市）”牌匾，通过该平台帮助以往

占道经营的流动摊贩中的菜农销售

各类蔬菜18766斤。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王
彦峰）6月22日，省农业广播电视学

校专家委员会成员、农技推广研究

员刘超良带领调研组，莅临汝州市

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育质量效果复评

暨2021年乡村治理及社会事业发展

带头人示范培训班学员跟踪服务工

作。

调研组一行先后到焦村镇众诚

蚕桑种植专业合作社、凤凰山生态

园、士博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现

场考察了扶贫创业和抖音直播基地

推广情况。接着，调研组围绕高素质

农民培育工作组织了交流座谈，听取

了汝州市关于2021年高素质农民培

育工作的汇报等。

调研组对汝州市高素质农民培

育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要求汝州市

围绕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和农业产业

布局，进一步转变发展思路，加强新

型农业人才培养力度，提高高素质农

民培育水平，真正培育出一支“懂农

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

伍。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

平党申）“感谢各位领导来到黄沟村

支持我们的工作，新成立的黄沟村

社区志愿者救援队会坚决将各项防

灾减灾措施落到实处，确保群众的

生命和财产安全。”6月24日上午，

壹基金安全家园项目夏店镇黄沟村

社区志愿者救援队队长、夏店镇黄

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俊

涛当众表态。

黄沟村地处柏崖山腰，村民住

宅多在依山临沟的山凹地带，住房

后面多是石崖、土崖。去年“7·20”

特大暴雨期间，黄沟村58户村民房

后山崖塌方，造成排水不畅，致使家

中进水，房屋不同程度受损。

壹基金安全家园项目是一个以

城乡社区为本的防灾减灾项目，通

过支持社会组织进入社区，推动社

区建立自己的志愿者救援队伍。

为了提升防灾减灾“最后一公

里”的自我救助能力，提高山区群众

防灾减灾意识，壹基金安全家园项

目经过筛选，决定在汝州市夏店镇

黄沟村建立社区志愿者救援队，支

援防灾减灾工作。此项工作，得到

了平顶山市、汝州市的大力支持，由

平顶山市社会组织尚邻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具体组织实施。

6月24日一大早，平顶山市尚

邻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副理事长关冰

倩一行，将橡皮艇、对讲机、救援绳

等60余件防灾减灾物资送到了黄

沟村，夏店镇方面表示衷心感谢，并

向黄沟村转交了壹基金安全家园项

目首批防灾减灾物资清单。汝州市

应急管理局、市民政局有关负责人

为黄沟村社区志愿者救援队授旗。

黄沟村社区志愿者救援队队长王俊

涛，黄沟村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副队

长、驻村第一书记李海涛接旗。

仪式结束后，平顶山市尚邻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志愿者为黄沟村

社区志愿者救援队20名骨干队员

讲授了担架救护、紧急人工呼吸等

知识。

据了解，2015年以来，壹基金

安全家园项目在全国18个省（市、

区）542个社区先后开展，项目累计

培训社区志愿者救援队队员1万多

名。

蟒川镇在34个行政村有了廉情监督员

打通基层监督“最后一公里”

汝州城管帮流动摊贩卖菜18766斤

省农广校专家

调研汝州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
实战演练
煤矿火灾救援

黄沟村有了社区志愿者救援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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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上午

8时，汝州市城东污水

处理厂东二沉池刮吸

泥机出现故障，该厂立

即启动应急预案，组织

设备维修人员对东二

沉池刮吸泥机设备进

行抢修。 户红丽摄

▲

▲6月27日晚，汝

州市住建局派出的施

工人员在汝州市融媒

体中心院内，安装防坠

落窨井装置。

本报记者张鸿飞摄

庙下镇北刘村文化合作社

载歌载舞迎“七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