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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麦苗做好“体检”为农民送去保障 汝州市公安局汝州市公安局

举行中国人民警察节升旗暨警礼服列装仪式举行中国人民警察节升旗暨警礼服列装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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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腊月过半，农事渐歇，年

味渐浓。近日，汝州市农业技术推广

中心组织 96名专家和基层农业科技

人员开展冬前麦田技术指导活动。他

们在田间地头看麦苗、辨杂草，为麦苗

“体检”，为农民答疑解惑。

高级农艺师薛振国说，冬天的麦

田管理，要根据不同的苗情类型采取

不同的管理措施。对于播种过早、播量

过大的麦田采取以控为主的管理措施，

可采取中耕断根镇压的方法控制小麦

的过旺生长；对于播种过深出苗晚、出

苗后发黄的麦田采取以促为主的管理

措施，现在可以趁墒对麦田追肥管理；

对于播种过晚现在没有发生分蘖的麦

田冬天不要浇越冬水、不要追肥，追肥

时间推迟到返青拔节后。

专家分析认为，汝州市冬小麦播

种基础较好，出苗质量较高，总体呈现

苗齐、苗壮的良好态势，可在越冬时有

针对性地进行麦田管理，进一步巩固

良好的麦播基础。（张鸿飞 范益荣）

□张鸿飞 韩恒超 文/图

1月 10日是第三个中国人民警察节。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进

一步凝聚警心、激励斗志，当天上午，汝州

市公安局举行庆祝中国人民警察节暨警礼

服列装仪式。

汝州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

长温卫杰出席仪式并讲话。汝州市公安局

党委副书记、政委丁勇主持仪式。

8时许，升旗仪式准时开始。人民警察

警旗升起，全体民警高唱《中国人民警察警

歌》、敬礼。警旗高扬，祖国红与公安蓝交

相辉映，催人奋进。

宣誓仪式由温卫杰领誓：我是中国人民

警察，我宣誓：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

导，矢志献身崇高的人民公安事业，对党忠

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为捍卫政

治安全、维护社会安定、保障人民安宁而英勇

奋斗！

温卫杰在致辞中代表市政府、市公安

局党委向全市民警、辅警致以节日的祝福

和诚挚的慰问，“新的一年，汝州公安将以

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引领，忠诚担当、踔厉奋

发，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奋力书写人民满意的平安答卷。”

本报讯 为维护春节道路旅客运

输市场秩序，保障道路旅客运输安全，

汝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组织

开展了客运市场整治行动，共检查登

记各类车辆 137车次，查处各类违章

案件3起。 （赵银奇）

本报讯 新年来临之际，汝州市

386名在碧桂园项目买房的业主遇见

了喜事：项目交楼当日，就拿到了不动

产登记证。

“交房就拿证，让我们心安！”业主

代表李女士在小型简朴的颁证仪式上

拿到不动产登记证后，眉开眼笑地说

道。

来自汝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

消息表明，这是继 2021 年 12 月 21

日，金桂佳园项目第一批“交房即发

证”活动之后，第二批享受“一站式购

房”模式“红利”的业主。

汝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赵洪

旭说，根据上级有关指示精神，为保障

房地产市场稳步发展，中心创造性地

探索推出了“交房即发证”的试点工

作，实现“一站式购房”新模式，运行一

年来效果良好，彻底解决了消费者购

房置业的后顾之忧。（张鸿飞 焦学锋）

本报讯“110 千伏丰润变及 10

千伏渠丰配出线路设备试运行正常，

工程可以投运。”1月5日，国网汝州市

供电公司组织河南平煤神马汝丰炭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的120万吨焦化项目

110千伏丰润变、110千伏渠丰配出

线路工程的用户侧设备调试。

该项目是河南省重点工程，采用

国内焦化行业唯一获得“国家科技进

步一等奖”的炭化室高度 7米顶装的

2×55 孔 JNX3-70-1 型焦炉，可年

产焦炭120万吨、煤气5亿立方米等，

实现年产值40亿元、利税10亿元。

国网汝州市供电公司收到该项目

通过网上国网申请的容量为 40000

千伏安新装业务申请后，第一时间启

动“阳光一站通平台”，组织发展建设

部、调控中心、运维部成立服务小组，

及时跟进了解用户侧工程建设进

度。为了不影响客户计划的用电时

间，国网汝州市供电公司充分利用

“互联网+”的优势，邀请国网平顶山

供电公司相关专家对用户采取“云验

收”模式，对用户一、二次侧等主要设

备进行远程验收，顺利完成了验收工

作。 （韩笑 路延伟）

本报讯 新年前夕，汝州市组团

赴成都市，参加在中国西部国际博览

城举办的第十九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

易会。展会上，汝州市送展的“拾榴花

果山”牌软籽石榴、“凤王”牌富硒鸡

蛋、“东都”牌酸辣粉等特色优质农产

品受到客商和成都市民的喜爱和追

捧，参观品鉴洽谈者络绎不绝。（刘源）

本报讯 为做好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工作，让广大群众度过一个欢乐、

祥和的节日，近日，汝州市农业农村局

召开2023年春节期间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工作暨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

会议。

会议指出，春节期间农产品供需

两旺、消费集中，是风险集中、问题易

发的敏感时期。各乡镇街道要围绕突

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加大抽检频率，增

加抽样品种和检测数量，对监督抽查

中发现的不合格产品，要依法处理，追

根溯源，及时查清生产经营过程中的

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做到有案必查、查

必到底，确保春节期间农产品质量安

全。 （刘洋洋）

本报讯 新年来临之际，汝州市

屯南110千伏变电站2号主变扩建工

程试运行成功。该工程的投运满足了

汝州东南部的用电需求，为汝州市牧

原综合体项目等重点企业用电提供坚

强保障。

据悉，2022年，国网汝州市供电

公司将电网规划中的重大电力项目纳

入市政府的“三区三线”划定重大建设

项目内，先后开展了2022年汝州市配

电网大负荷分析工作和 10千伏网格

化诊断分析工作。结合汝州市夏季大

负荷情况，精准开展网格可视化诊断，

提高诊断工作效率，为网架规划、项目

储备等做出了强有力的基础数据支

撑。完成寄料 35千伏变电站 1号主

变改造工程、焦村35千伏变电站第二

台主变扩建工程的可研、项目核准、初

设工作；取得2项省公司2022年度配

电网百佳工程（米庙镇九间窑行政村、

大峪镇大泉行政村）。完成汝州市神

火方舱医院10千伏配套项目的实施；

积极同汝州市政府、汝州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汝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等单位沟通，有序推进（涵阳）220千

伏输变电工程项目前期和汝州市110

千伏甄屯变电站征地、树木迁移等问

题的属地协调工作。同时把2022年

政府计划改造6个老旧小区纳入基建

配网工程进行电网改造，提高老旧小

区内群众用电可靠性，保障全市居民

安全稳定用电。 （韩笑）

□韩恒超

岁末年初，汝州市公安局立足实际，积极整合资源，创

新理念，创新机制，强化打击，扎实开展“雷霆1号”专项行

动，致力遏制各类电信诈骗犯罪高发势头，有效提升群众

安全感和满意度，打击效能成效显著。

领导重视，强力推进。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温卫杰连

续召开3次会议，对“雷霆1号”专项行动进行安排部署，政

委丁勇先后召开2次讲评推进会，要求各单位提升政治站

位，强化责任担当，强力推进各项工作，确保“雷霆1号”行

动措施更有力、战果更突出。

打击严厉、效果明显。行动开展一周时间内，抓获各

类违法犯罪嫌疑人10余人，审核断卡线索52条，刑侦大

队成立断卡专案组，全力推进打击治理工作。蟒川所针对

辖区断卡线索量大，联合大峪、温泉派出所成立断卡专案

小组，已办结6条线索，行政处罚5人，刑事处罚2人。

整合资源、合成作战。合成作战中心启动24小时运

行机制，全力服务全局中心工作。1月7日，接收各单位请

求查询银行卡交易流水100余条，均及时反馈；为刑侦、禁

毒、骑岭所落地查嫌疑人10余人；办理网安先行查询手续

1份2人，落地抓捕工作正在进行中。下一步，合成作战中

心将全力服务实战单位的各类请求，进一步完善机制，服

务基层，贴近实战，为断卡专项行动提供全手段支撑！

严格责任，落实奖惩，对在专项行动中表现优异、贡献

突出的集体和个人火线表彰奖励，提振全警士气。对进度

落后、工作迟缓的单位，采取通报、约谈等措施，梯次加压

推动责任落实。

□张鸿飞 杨松波

“司法公正 执法为民”，1月10日8时30分许，家住汝

州一小区的涉农民工案件代表胡女士将一面锦旗，送到了

汝州市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亓建文手中。

在胡女士送锦旗之前，汝州市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

副院长张泰东，为湖南长沙某建筑劳务公司等涉农案件

单位代表发放支票及现金485万多元。

张泰东在同时召开的涉农案件新闻发布会暨案件款

发放仪式上，通报了有关审判执行工作开展情况。

2022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国内外环境等因素

影响，部分行业企业欠薪问题有所抬头。为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深入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切实

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汝州市人民法院先后组织开展了多

次涉农民工工资案件审判执行专项活动，集中排查、执结

了一批涉农维权案件，全年共受理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

434件，现已审结 427件，涉农民工 499人，涉案标的额

983 万余元；执行收案 364 件，结案 359 件，执行到位

763.48万元。

亓建文通报了涉农民工执行案件案例通报，即原告长

沙市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广东某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申请执行人长沙市某建

筑劳务有限公司通过案件代理人表示：“案件从立案到执

行，汝州市人民法院处处为我们着想，审理阶段克服疫情

封控的影响，为我们调解，妥善解决争议。执行阶段快速

执行，采取有效措施执行到位全部案件款。在整个诉讼过

程中，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公平正义。”

近日，汝州市陵
头镇大庙村党支部
书记牛水江和十多
名村民代表，给汝州
市交通运输局送来
了“为民服务帮扶筑
路”“情系乡亲办实
事修路造福暖人心”
两面锦旗，以表达对
该局为民修路的感
激之情。 仝霖 摄

图片新闻
PHOTO

本报讯为切实遏制货运车辆超限

超载行为，减少道路交通运输安全隐

患，维护公路路产路权，自 2023年 1

月1日起，汝州、汝阳两地交通运输执

法部门与交警大队在交界开展联合治

理货运车辆超限超载专项行动，查处

违法超限超载车辆14台、抛洒车辆1

台、非法营运车辆3台。 （赵银奇）

汝州市组团参加第十九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

汝州市部署春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

国网汝州市供电公司为重点项目投运保驾护航

国网汝州市供电公司 满足重点企业用电需求

汝州市组织开展客运市场整治行动

新闻1+1

汝州、汝阳联合开展治理货车超限超载专项行动

汝州市又有386名业主“交房即拿证”

汝州市法院
助力农民工讨薪获赞誉

汝州市公安局
打击电信诈骗成效显著

汝州市冬泳爱好者 有有““家家””了了

畅游畅游

对攻对攻

升旗仪式升旗仪式

警礼服列装

本报讯本报讯““这几天连续出这几天连续出

太阳太阳，，十几度的气温十几度的气温，，和天寒和天寒

地冻冬泳的感觉真不一样地冻冬泳的感觉真不一样。”。”11

月月1111日日，，汝河国家湿地公园内汝河国家湿地公园内

国家国家AAAAAA级景区沙滩公园汝级景区沙滩公园汝

州市游泳基地水域里州市游泳基地水域里，，冬泳爱冬泳爱

好者李女士和同伴喜笑颜开好者李女士和同伴喜笑颜开。。

汝州市游泳基地是第汝州市游泳基地是第 2828

个 全 国 冬 泳 日 前 一 天 投 用个 全 国 冬 泳 日 前 一 天 投 用

的的。。该基地利用汝河自然水该基地利用汝河自然水

域面积域面积 66万平方米万平方米，，充分融合充分融合

““体育体育++旅游旅游”，”，与国家与国家AAAAAA级级

景区汝河沙滩公园相互辉映景区汝河沙滩公园相互辉映、、

相得益彰相得益彰，，不仅为游泳和冬泳不仅为游泳和冬泳

爱好者搭建了一个幸福欢乐爱好者搭建了一个幸福欢乐

的体育运动平台的体育运动平台，，也丰富了汝也丰富了汝

河 国 家 湿 地 公 园 以 及 国 家河 国 家 湿 地 公 园 以 及 国 家

AAAAAA级景区沙滩公园的产品级景区沙滩公园的产品

类型类型。。

据悉据悉，，汝州汝河国家湿地汝州汝河国家湿地

公园总面积公园总面积48414841..44公顷公顷，，其中其中

湿地面积湿地面积29592959..77公顷公顷，，湿地率湿地率

为为 6161..11%%，，具备完整的复合湿具备完整的复合湿

地生态系统地生态系统。。20222022 年年 1212 月月，，

汝州汝河国家湿地公园顺利汝州汝河国家湿地公园顺利

通过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验收通过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验收，，

被 正 式 命 名 为 国 家 湿 地 公被 正 式 命 名 为 国 家 湿 地 公

园园。。 （（张鸿飞张鸿飞 文文//图图））

本报讯本报讯 一元复始万象新一元复始万象新，，

运动健身强体质运动健身强体质！！新年伊始新年伊始，，

汝州市首届汝州市首届““康搏杯康搏杯””乒乓球邀乒乓球邀

请赛在康搏健身庙下店举行请赛在康搏健身庙下店举行。。

经过经过 2929场场 118118盘盘 339339局角逐局角逐，，

康搏健身代表队从康搏健身代表队从 1616支代表支代表

队中脱颖而出队中脱颖而出，，斩获冠军斩获冠军。。汝汝

州市乒乓球协会代表队获亚州市乒乓球协会代表队获亚

军军，，云海集团代表队云海集团代表队、、琴台酒肆琴台酒肆

代表队并列季军代表队并列季军，，温氏烟酒商温氏烟酒商

贸代表队贸代表队、、海纳监理一队并列海纳监理一队并列

第第 44名名。。陵头代表队陵头代表队、、天瑞钢天瑞钢

厂代表队分别获得体育道德风厂代表队分别获得体育道德风

尚奖尚奖。。

首届首届““康搏杯康搏杯””乒乓球邀请乒乓球邀请

赛由汝州市乒乓球协会主办赛由汝州市乒乓球协会主办，，

康搏健身庙下店承办康搏健身庙下店承办，，旨在提旨在提

高全民健身意识高全民健身意识，，贯彻贯彻““我运我运

动动、、我健康我健康、、我快乐我快乐””健身理念健身理念，，

活跃汝州市群众性乒乓球运动活跃汝州市群众性乒乓球运动

氛围氛围，，增进球友间的友谊增进球友间的友谊。。

（（张鸿飞张鸿飞 文文//图图））

汝州市首届“康搏杯”乒乓球邀请赛鸣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