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进一步加强货运车辆超限超载治理工作，8月
10日，汝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组织庙下站、
临汝镇站以及稽查队联合开展行动，共查处超限超载货

运车辆6辆。 赵银奇 摄

▲8月9日上午，汝州市公路管理局慰问组深入公路养护一线，开展夏日送清凉活动。 宋哲哲 摄

图片新闻
PHOTO

综合新闻 2022年8月12日 星期五
责编 / 丁先翠 版式 / 李哲 校对 / 王仰瑞
电话 / 0375-6058288 E－mail / 13837160635@126.com

农村版RⅡ

□张鸿飞仝霖 文/图

创建四年花儿开，汝州市创建省

公交优先示范城市终结硕果。8月 10

日上午，全省公交优先示范创建现场

会在南阳召开，会上为 9个通过创建

验收的城市颁发荣誉牌匾，汝州市位

列其中。

此前的 8月 5日，省交通运输厅、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下发文件，命

名漯河市、汝州市等9个城市为河南省

公交优先示范城市。

汝州市创建省公交优先示范城市

始于 2018年。当年 9月，汝州市被确

定为省第二批公交优先示范城市创建

城市，为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带来了不可

多得的发展机遇。

截至目前，汝州市公交车辆由创建

初期的139台增至280余台，其中新能

源纯电动公交车辆 260 余台，占比

94%；万人公共交通车辆保有量由3.34

标台增至6.92标台，建成公交站点242

处，市区公交站点 500 米覆盖率达

100%；现有公交线路 27条，线路总里

程 413公里，惠及公交沿线群众 25万

余人。

在全省公交优先示范城市创建工

作中，汝州市政府连续4年把加快发

展公共交通作为民生工程写入政府

工作报告，并列入向全市人民承诺要

办的十大民生工程和十大重点基础

设施建设工程。

坚持公交惠民政策，持续推行免

费公交和低票价公交，落实老年人、

伤残军人、警察、优秀教师、残疾人等

群体免费乘车政策。服务全市大局，

为中考、高考学生提供免费接送服务

等各类爱心公益活动，在杏花节、九

月会、学生开学季、寒暑假等重要节

点，通过服务让公共交通成为广大市

民出行的首选。优化城乡线路，完善

公交线网布局，在现有14条辐射周边

建制村公交线路的基础上，新设21条

农村客运主干线、30条次干线全部调

整为城乡公交线路，开通特色旅游公

交线路3条，开通扶贫惠民公交班线4

条，真正实现群众出门见路、抬脚上

车。

突出项目建设支撑，持续推进配

套基础设施建设。汝州市开通了北

部山区旅游专线靳马线、南部山区旅

游专线，开通九峰山、31路云堡妙境

“乡村振兴号”等4条旅游公交专线，

充分发挥公共交通优势，助力乡村振

兴。

加快“互联网+公交”建设步伐，提

升智能公交管理水平。汝州市投资

100余万元完成车辆智能调度、视频

监控中心建设，实现公交车辆调度管

理、运营监管、出行信息发布等全程智

能化、信息化；加快综合充电站建设，

先后建成投用车辆调度中心综合场

站、客运总站新能源充电站、科教园区

便民综合充电站、火车站公交枢纽充

电站等；积极推进新型公交站牌建设，

在原有88处公交站牌的基础上，新建

公交站亭69座、立式站牌13处；加快

推动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目前除免

费公交线路外，其余线路全部实现“云

闪付”、银联卡、微信、支付宝等支付功

能多元化，最大限度方便人民群众乘

车。

汝州市交通运输部门一位负责人

说，创建省公交优先示范城市只有起

点，没有终点，汝州市将牢固树立“公

交优先”的工作理念，加强对公共交通

的监管力度，强化投入，补齐短板，不

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使公共交通体

系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让人民群

众共享“公交优先”发展的成果，让群

众的获得感更足、幸福感更强。

本报讯 8月 9日，平顶山市生态环

境局汝州分局派工作人员到天瑞集团

汝州水泥有限公司，抽检柴油货车尾气

排放情况。当天抽测的 8辆柴油货车

尾气排放全部达标。

近段时间，为加强柴油货车污染管

控，平顶山市生态环境局汝州分局联合

公安、交通运输等部门，通过庙下公路

超限检测站固定卡点检测、207国道郭

营村路口机动车尾气固定遥感监测，随

机对柴油货车进行路检路查，对企业进

行入户抽测，筛查尾气排放不达标车

辆，督促车辆及时进行治理。

（张鸿飞杭高博）

本报讯“同志，请留步，请把你的

电动车挪到指定区域内。”8月 5日上

午，汝州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大队的

志愿者在城垣南路执勤时，劝导电动

车骑手按规定存放车辆。

当天气温高达 38℃，但没能挡住

志愿者服务的脚步。当日，汝州市交通

运输行政执法大队组织机关科室30余

人，到责任区域参与维持交通秩序、卫

生打扫、引导市民自觉排队主动让座、

引导按红绿灯指示走斑马线及文明

宣传等志愿服务活动，努力营造人人

关心巩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的

浓厚氛围。

（赵银奇）

□□张鸿飞张鸿飞马鹏亮马鹏亮 文文//图图

““这儿的葡萄味道挺不错这儿的葡萄味道挺不错，，这是我第这是我第

二次来买了二次来买了！”！”88月月99日上午日上午，，在汝州市蟒在汝州市蟒

川镇半西村的葡萄园里川镇半西村的葡萄园里，，家住半东村的家住半东村的

李女士趁着天不太热来采摘葡萄李女士趁着天不太热来采摘葡萄。。

李女士说李女士说，，她来这里买葡萄她来这里买葡萄，，是因为是因为

刷到了这个葡萄园的直播短视频刷到了这个葡萄园的直播短视频。。

此时此时，，葡萄园的女主人关颜品正在葡萄园的女主人关颜品正在

给葡萄剪枝给葡萄剪枝。。用毛巾擦了擦额头上的用毛巾擦了擦额头上的

汗汗，，她讲起了这几年种葡萄的经历她讲起了这几年种葡萄的经历。。

20182018年春年春，，关颜品在村里流转了关颜品在村里流转了 55

亩土地亩土地，，从青岛一家园艺公司购回了从青岛一家园艺公司购回了

1000010000 多元的葡萄苗多元的葡萄苗，，开启了创业之开启了创业之

路路。。在这之前在这之前，，关颜品一直养猪关颜品一直养猪，，从来没从来没

有种过葡萄有种过葡萄，，为了掌握这门技术为了掌握这门技术，，她打电她打电

话向园艺公司请教话向园艺公司请教，，又上网找视频学习又上网找视频学习，，

逐渐从最开始的门外汉成长为种植葡萄逐渐从最开始的门外汉成长为种植葡萄

的行家里手的行家里手。。

关颜品的园子里种植着金手指关颜品的园子里种植着金手指、、蓝蓝

宝石宝石、、早霞玫瑰等五六个品种的葡萄早霞玫瑰等五六个品种的葡萄，，销销

售对象基本上是周边村的群众或附近企售对象基本上是周边村的群众或附近企

业上班的工人业上班的工人，“，“因为就在地头卖因为就在地头卖，，我的我的

葡萄价格相对便宜葡萄价格相对便宜，，像市场上要卖像市场上要卖2020多多

块钱一斤的蓝宝石块钱一斤的蓝宝石，，来我的园子里十几来我的园子里十几

块钱就可以买一斤块钱就可以买一斤。”。”

关颜品说关颜品说，，她在发抖音时留下地址她在发抖音时留下地址

电话电话，，大家就上门了大家就上门了。。去年第一年结果去年第一年结果，，

15001500多公斤葡萄全部是顾客上门买走多公斤葡萄全部是顾客上门买走

的的。。今年预计能收获今年预计能收获50005000公斤以上公斤以上，，尽尽

管现在还不到大批采摘的时候管现在还不到大批采摘的时候，，但每天但每天

还是有二三十拨人前来还是有二三十拨人前来，“，“这销路呀这销路呀，，根根

本不用愁本不用愁！”！”

□张鸿飞郭婉君宋乐义

今年以来，为扎实推进“五星”支

部创建工作，汝州市陵头镇党委创新

思路，建强机制，通过筑牢根基、补短

板强弱项、设立联合党总支、构建党建

大联合等举措，切实将创建任务落实、

落细，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成效。

陵头镇坚持抓基层强基础、抓治

理保稳定、抓产业谋发展、抓服务惠民

生工作法，把“五星”支部创建融入各

项工作中，逐步提升各村星级创建标

准。

根据工作实际，陵头镇成立了由党

委书记任组长的“五星”支部创建工作

领导小组，成立创建工作专班，细化责

任分工，将创建纳入村党支部书记抓党

建述职评议的重要内容，纳入村级绩效

考核；对年度创星成功的村给予重奖，

村党支部书记优先推荐为先进党务工

作者；对创星成效不明显、工作推进不

力的村，约谈相关支部书记，帮助分析

问题，整改提高。通过推进产业兴旺

星、生态宜居星、平安法治星、文明幸福

星、支部过硬星 29项重点任务争创工

作，最终实现繁星闪闪、五星生辉的可

喜局面。

对照“五星”支部创建重点任务

和评星标准，陵头镇经摸底调研，拟

定了阶段性创建的各星级支部的数

额，确定村党支部书记为“五星”支部

创建第一责任人。

下一步，陵头镇将对标“五星”

支部创建标准，全面梳理各村在创

建中存在的问题，全力配合各村创

建工作，采取清单化、台账管理模

式，逐条逐项对账销号，努力使各村

的创建计划 100%完成，创建目标

100%成功。

本报讯 8月 4日，汝州市邮政管理

局、邮政汝州分公司及各寄递企业在邮

政纸坊镇支局召开现场会，就建设寄递

物流供配中心，加快推进交邮合作、综

合便民服务站、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建

设等工作进行实地走访调研。

现场会从贯彻上级决策部署、合作

发展纾解困境、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

等方面，分析了“邮快合作”的机遇前景

与资源优势。各寄递企业分别结合行

业发展和工作实际，对目前存在的阻碍

与短板进行了交流发言，并就“交邮合

作”“三级物流体系建设”的下一步工作

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就处理、运输、投递

各环节和系统打通、考核责任划分等合

作重点、难点达成了初步意向。

汝州市邮政管理局负责人表示，将

继续加强与各部门的合作，以促进快递

进村、农村经济发展、服务乡村振兴为

目标，构建畅通便捷、经济高效、便民利

民的县乡村三级农村邮政快递服务体

系。 （高辉）

本报讯 8月 4日，汝州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召开“查问题、

转作风、提效能”作风纪律专项

整顿动员会。

会议传达了此次作风纪律

专项整顿的实施方案，明确了整

顿的目的，切实解决政治站位不

高、工作作风不实、纪律规矩不

严、责任担当不强、宗旨意识不

牢等问题。

汝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党组书记杨景山要求，全局干部

职工要提高政治站位，迅速把思

想行动统一到局党组安排部署

上来，深刻认识开展作风纪律整

顿的重大意义，发扬昂扬向上的

朝气，真抓实干、担当尽责，以干

部作风的转变推动工作的落

实。各乡所、局属单位负责同志

要充分发挥带头示范作用，身体

力行，以上率下，以关键少数引

领绝大多数，坚持问题导向，切

实解决思想作风纪律方面存在

的突出问题，实现作风纪律大提

升。

汝州市委第七巡察组组长

马丽平以《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

做新时代忠诚干净担当的国土

守护者》为题给与会人员作了一

堂深入浅出、生动鲜活、见解独

到、引人深思的廉政课。与会人

员共同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借土

生“金”的不归路》。

（张鸿飞李世浩）

本报讯“快停下来，你们是哪个健

步队的、领头的是谁，给我出来！”“您

好，健步走的大叔大婶们，我们是城管

局执法人员，这是我们的执法证件，请

你们的领队出来交谈一下好吗？”

来，试着读一下，是不是能感觉到

执法者的语气、态度明显不一样？

8月 2日，汝州市城市管理执法局

模拟同一执法现场出现的两种大相径

庭的执法方式，品味不同的执法效果。

7月下旬，汝州市委第九巡察组收

到群众关于城管执法人员不文明执法

的信访反映，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执法

人员的执法方法简单、语言生硬且不规

范，遂与相关人员进行了谈话，要求其

写出检查、认真整改。

举一反三，立行立改。汝州市城市

管理执法局以此为契机，组织执法人员

针对健步走、广场舞、街头演出等活动

产生噪音扰民行为，开展执法活动模拟

演练，有效提升了执法人员规范执法、

文明执法的自觉性。 （连宏志）

汝州市获评“河南省公交优先示范城市”

交通志愿者“出街”巩固文明创建成果

陵头镇陵头镇
推进“五星”支部创建凝聚乡村振兴合力

““直直播卖葡萄播卖葡萄，，省心省心！”！”

爱心饭店 传递爱心
□张鸿飞王丹涛 文/图

“真没想到，这块牌子竟然会有这

样好的效果！”发出这番感慨的“农夫

大盘鸡”店长范朋娜兴奋地说，自从把

“消费帮扶爱心饭店”的牌匾放置在橱

窗里，顾客进店了解情况后都对他们

的做法点赞，表示日后一定多光顾、传

递爱。

“农夫大盘鸡”地处汝州城区广成

东路与城垣路交叉口西北角，“消费帮

扶爱心饭店”这块金色牌匾是汝州市

城市管理执法局为首批助农惠农爱心

饭店（商家）颁发的，意在弘扬善举，呼

吁社会更加关注乡村振兴、关爱农民。

8月 10日，汝州市城市管理执法

局宣传科负责人称，除广成东路与城

垣路交叉口“农夫大盘鸡”店外，获颁

首批消费帮扶爱心饭店（商家）牌匾的

还有宏翔大道“金豪牛羊肉”、宏翔大

道“农夫大盘鸡”、沿河西路“柒柒地摊

火锅”、名吃一条街“陈记炒鸡”、风穴

路“阳阳手擀面”、丹阳路“幸美超市”6

家店。

为帮扶流动摊贩，助力乡村振兴，

汝州市城市管理执法局组织执法人员

与流动摊贩结对帮扶，为流动摊贩提

供专门售卖点，免费组织风格统一的

流动服务车开展集会。此举赢得了爱

心饭店、超市的大力支持，他们通过乡

村振兴惠农助农平台采购城区沿街流

动摊贩售卖或自产自销的蔬菜等农产

品。据统计，目前，已有305家餐饮商

户加入乡村振兴惠农助农平台。

宏翔大道“金豪牛羊肉”负责人杨

梦利说，在乡村振兴惠农助农平台既

能买到放心蔬菜，还能帮助有需要的

人，由衷地高兴，“获颁爱心牌匾倍感

光荣，我们会继续传递爱心的。”

沿河西路“柒柒地摊火锅”负责人

张晓娜表示,通过惠农助农活动，既献

了爱心，也节省了采购的时间、精力和

成本，菜品质量也比以前更有保障。

汝州市生态环境分局 抽检柴油货车尾气

汝州市邮政局 加快三级物流体系建设

汝州市城市管理执法局 整改巡察交办问题

汝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召开作风纪律
专项整顿动员会

3131路云堡妙境路云堡妙境““乡村振兴号乡村振兴号””线路开通线路开通

执法人员通过惠农助农平台把农民自产自销的洋葱对接给爱心饭店执法人员通过惠农助农平台把农民自产自销的洋葱对接给爱心饭店

关颜品在给葡萄剪枝关颜品在给葡萄剪枝

▲8月9日，平顶山市残联组织各县市（区）残联理
事长、康复部部长等40余人，到汝州市调研残疾人康复
服务能力建设工作。 张亚楠 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