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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 月初以来，天气忽冷忽

热、忽雨忽晴，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不利

影响。

面对这种不利情况，汝州市农科

所“四优四化”优质小麦专项科技服务

队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指导

农民喷施磷酸二氢钾、芸苔素内酯等

叶面肥，促进作物健壮生长，减轻冻

害造成的影响，及时引导群众改变

常规田间管理方式，停止喷施除草

剂、杀虫剂、杀菌剂，以免出现茎叶

损伤、低温、药害等叠加伤害。目

前，汝州市已有 40 多万亩小麦、蔬

菜、果树及时采取措施应对不良天气

影响，减轻“倒春寒”对农作物的危害

程度。

在省“四优四化”科技支撑行动计

划的引领下，汝州市围绕富硒种养、优

质小麦、生猪、甘薯、食用菌、果蔬、桑

蚕、花椒、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十大特

色农业主导产业，已创建全国“一村一

品”示范村 2个、河南省知名农产品品

牌10个、“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农产

品1个，累计认定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54家，其中国家级1家、省级

11家，省级农业产业化集群3个。

（郭营战 郭书峰 文/图）

本报讯 3月 24日，汝州市蟒川镇

小龙庙选坡组滑坡搬迁避让敬老院

项目在小龙庙村开工。该项目投资

282万元，建设面积 1555平方米，是

一座可容纳60位老人的标准化敬老

院。

小龙庙选坡组滑坡地质灾害隐

患点是省定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也

是汝州市政府申报的5个地质灾害搬

迁避让项目之一，但由于土地使用、

资金等问题制约，一直没有正式开工

建设。去年以来，在汝州市慈善总

会、市民政局、市地矿局、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该项

目终于得以顺利开工建设。

蟒川镇党委书记于跃峰表示，蟒

川镇将全力做好项目的各项协调服

务工作，加速推进项目建设，确保项

目早日建成投用。

（马鹏亮 文/图）

本报讯“大刘线26#杆拉线需要

紧固，记录一下，我们要仔细查找每

个有可能影响线路正常运行的缺陷，

哪怕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3月 20

日，国网汝州市供电公司员工涂建

朝、焦仕伟在 10千伏大刘线排查隐

患，确保供电安全。

汝州大峪山区有漫山遍野的野

生杏林，如雪如雾沿着绵延的靳马线

公路，辐射周边 20平方公里。2014

年，汝州杏花节荣登《中国国家地理》

杂志，成为国内 30多个知名杏花节

之一，已连续举办了九届。

为了确保 2023 中国·汝州第十

届杏花旅游文化节顺利进行，国网汝

州市供电公司组织力量，加强了与之

相关的供电线路10千伏大刘线主干

线路97基杆塔，以及到邢窑村163基

分支线路的巡查。由于上述线路地

处深山，给检修维护带来极大不便。

在该公司制订保电方案，成立保电服

务队进行拉网式排查，24小时值班，

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的同时，市纪委监

委等部门立足职责定位，深入一线对

隐患排查治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确

保各项工作有序进行。

“供电所的师傅们每天都过来检

查线路、用电设备，用电有了保障，我

的烙饼卷山野菜摊最多一天能卖出

去 1000份，旁边的奶茶店生意也红

火。”在杏花节上摆摊的村民邢建功

笑着说。（韩笑 王欢欢 文/图）

本报讯 日前，国网汝州市供电公

司开展“送服务、解难题、促发展”客

户走访活动，以实现优化营商环境，

助力地方经济发展的目的。

该公司组织供电服务队到汝

州市老城商贸有限公司、河南华予

酒店有限公司、汝州市丰阳热能有

限公司、河南锦之鑫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等企业走访，详细了解企业生

产用电负荷、用电需求和存在的困

难，结合企业发展实际情况，认真

倾听客户心声，收集客户对供电服

务、供电质量、电费缴纳等方面的

意见和建议，并协助企业全方位分

析电量电费情况，宣传讲解新分时

电价政策，更好地引导企业客户错

避峰用电，帮助企业制订用能方

案，助力企业节能降本增效，并主

动介绍推广“电 e 金融”业务，服务

助企纾困。

（王欢欢 李娟）

本报讯“进货时一定要查验供货

方资质、检测报告，还有营业执照、经营

许可证等相关资料。像激光笔、刀具等

都是不可以销售的。”3月28日，汝州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在洗耳河中

路学校附近检查一家文具店。

校园周边食品及产品质量安全关

系到学生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为进

一步提升中小学、幼儿园周边食品及产

品质量安全保障水平，汝州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联合相关部门，开展为期一个月

的专项检查行动。

此次专项行动以校园周边的食

品、文具经营单位为主，重点检查无

照无证、无资格经营食品、文具的门

店；严查严惩经营者销售来源不明、

“三无”商品、超过保质期、腐败变质

食品及辣条类、“五毛食品”和假冒伪

劣的文具、玩具、学生用品以及具有色

情、暴力、不良诱导形式开“盲盒”或

抽奖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产

品等行为。

该局相关负责人称，当日共检查了

8家食品、文具经营门店，对6家下达了

责令改正通知书，对经营者所销售的不

符合产品标准的文具、激光笔、刀具等

10多个品种的60余件商品，要求经营

者做下架处理，对所销售的 130 多包

（袋）的“三无”商品、“五毛食品”等做暂

扣处理。 （丁乐艺）

本报讯 3月 27日，在平顶山市生

态环境局汝州分局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会上，局长王似阳调度了企业环境保护

公示栏完成情况。

据悉，设置企业环境保护公示栏的

目的是为了规范现场检查工作，精细化

开展环境监管，以便详细排查整治企业

环境问题，切实摸清辖区企业环境状况

底子，提升环境监管的效率和水平。

“将进一步细化现场检查、监管记

录台账，明确每一个企业的详细检查内

容。”王似阳说，“环境执法人员一方面

必须完成预定检查内容的巡查检查，另

一方面，对于企业新增的环境问题和事

项，也要予以检查登记。”（杭高博）

本报讯 为进一步落实企业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提高企业安全管理水平，

3月28日，汝州市应急管理局组织庙下

镇辖区内所有危化和工贸行业企业主

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开展安全生

产教育专项培训。 （高素会）

气温起伏多变 专家下田支招

组织企业开展安全生产专项培训

严格企业环境执法监管

清查校园周边“三无”产品

保障杏花节期间“电量满格”

使企业生产用电无忧

你用电我用心

本报讯“感谢市委巡察组，不

但帮助我们追回了1万多元的集体

经济财产，还帮助我们堵住了管理

漏洞！”3月22日，汝州市王寨乡牛

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红

学说。

2月 24日，按照汝州市委统一

部署，市委第十九巡察村（社区）组

进驻牛庄村开展巡察，通过查阅资

料、入户走访、实地摸排，召开村组

干部座谈会等方式，梳理集体经济

资产，帮助牛庄村建立完整的集体

经济管理台账。其间，巡察组发现

该村有2家企业1个种植基地连续

2年没有缴纳租金。

随即，巡察组向王寨乡党委、

牛庄村党支部下发了立行立改通

知书，目前已追回应收未收租金

1.18 万元。“决不允许村集体经济

资产流失。”巡察组组长邢高旗

说。

汝州市委第七巡察村（社区）

组组长李俊涛说，集体经济资产事

关乡村振兴大局，事关群众幸福生

活，唯有发挥好巡察的监督作用，

才能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

（陈振旭 梁东青）

推动巡察向基层延伸全覆盖

本报讯 每逢周六、周日，是汝州市

群艺馆最忙的时候，少儿舞蹈、戏曲传

承、古筝、电子琴、萨克斯和长笛等艺

术培训班内歌舞声、音乐声此起彼伏，

好不热闹。

汝州市群艺馆党支部书记、馆长

赵志勇说，今年 1至 3月，馆里利用每

周的双休日，老师不休息，义务为有需

要的群众提供文化艺术普及教学活

动。其中，曲剧传习所已授课46课时，

培训学员103人。专业戏曲老师陈彩

芳、孙芳，从戏曲基本知识，发音、唱腔

和手眼身法步讲起，得到了小学生及

成年学员的高度评价。马艳佳等13名

小学员已能娴熟表演 3段戏曲唱段。

作为河南省注册“阳光工程”文化志愿

者，申小凤又培训了38名少儿古筝学

员。学员家长张女士说，汝州市群艺

馆举办的公益文化艺术培训，为她女

儿学习古筝提供了机会，也提高了女

儿的学习兴趣。

赵志勇说，根据汝州市文化广电

和旅游局的安排，群艺馆党支部制定

了详细可行的免费公益培训计划，发

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成立了13个

类别培训班，从1月到现在已培训学员

210多人次。 （任景法）

市群艺馆公益培训获群众赞扬

本报讯“巡察组来我们村后，

帮助我们打开了争创‘五星’支部

的思路，明确了工作重点，我们知

道往哪儿使劲了。”3月24日，谈起

汝州市委第十六巡察村（社区）组

的到访，寄料镇吕庄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王小红感叹道。

今年 2月，汝州市委第十六巡

察村（社区）组进驻寄料镇李店村、

南赵沟村、吕庄村开展村级巡察，

在走访调查中巡察人员发现，这几

个村的星级支部创建不同程度存

在创建机制不完善不规范、创建思

路不明确不清晰，村部卫生环境

差、党员公示栏照片缺失严重等问

题，当即就下发整改建议书，要求

立行立改，并与寄料镇党委作了沟

通。

为夯实“五星”支部创建工作，

巡察组以寄料镇开展的“争创五星

党支部、引领乡村振兴”主题党日

和组织生活会为抓手，指导帮助三

个村制定了“五星”支部创建目

标。结合三个村缺乏产业支撑、集

体经济薄弱的问题，巡察组邀请农

林专家和村民代表交流中草药种

植，传授技术，目前，已有90多户村

民达成中草药种植意向，预计种植

中草药面积达1100余亩。

（李晓辉 韩权政）

本报讯 3月10日，汝州市委第

十九巡察村（社区）组到王寨乡辛

庄村例行巡察，同行的还有市委第

七巡察村（社区）组组长李俊涛。

到达辛庄村党群服务中心后，

李俊涛发现环境与他前次来不大

一样，转了一圈后李俊涛发现，办

公楼左后方一片杨树林不见了，只

剩下空荡荡的河滩地和数十个光

秃秃的树桩。然而问及在场的人，

竟无一人知情。

李俊涛带领巡察组工作人员

走访后才得知，那片河滩地是辛庄

村一个村民自有的林地，该村民在

没有备案，没有办理采伐许可证的

情况下，雇人擅自将30余棵杨树砍

伐出售。

经汝州市公安局森林公安分

局派人员现场勘查核准，该村民共

违法滥伐杨树 34 棵，测算木方

9.0115 立方米，尚未达到 10 立方

米的滥伐林木刑事案件立案标准，

将对其予以行政处罚处理。

（潘俊召）

本报讯 3月 21日上午，汝州市

王寨乡柳树王村村民赵彦利家里，

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这些人一

到，便拿起工具开始打扫卫生，嘘

寒问暖，原来这是村党支部组织的

慰问帮扶活动。

赵彦利今年46岁，因患病失去

了行走能力，其丈夫去年因病去

世，两人无儿无女，家里仅有赵彦

利一人。

3月 6日，汝州市委第二十巡

察村（社区）组的工作人员在入户

走访到赵彦利家时，发现她坐在

轮椅上，憔悴落寞，话语间流露着

对生活的厌倦，工作人员便立即

将该情况向组长渠顺红作了汇

报。第二天，渠顺红和汝州市委第

七巡察督导组组长李俊涛等人带

着慰问品看望了赵彦利，现场与

王寨乡纪委书记郭延涛、民政所

长郭胜杰进行了沟通，就赵彦利丈

夫病逝的特殊情况，在已办理了低

保和残疾补贴的基础上，为其申报

特困供养人员，解决精神和生活

问题。

柳树王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王旭涛表示，村“两委”以后会

多关心赵彦利，并安排党员定期到

她家里解决生活实际问题。

（郭延涛 赵延飞）

3月24日，汝州市焦村镇段村段
的灌溉渠正在施工。该工程是大中
型水库灌溉区渠道维修项目，由汝州
市水利局安沟水库管理所负责实施，
灌溉渠经由焦村镇秋树李、段村、王
楼三个行政村，总长 2300 多米。

张鸿飞 王国锋 摄

确保集体经济不受损巡察监督

让困难人员更有保障巡察帮忙

向滥伐林木行为亮剑巡察护绿

助推“五星”支部创建巡察指导

蟒川镇滑坡搬迁避让项目开工

修建灌溉渠

汝州市农科所“四优四化”优质小麦
专项科技服务队在田间指导

检查用电设施

奠基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