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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春 通讯员 郭思敏

本报讯 4月15日下午，
汝州市财政系统2015年度总
结表彰暨2016年三大建设年
誓师动员大会召开。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刘鹏出席会议
并作重要讲话。市财政局局
长翟会杰携财政系统全体工
作人员参加了会议。

会上，市政府办副主任董
承阳宣读了高建军书记重要
批示，对市财政系统工作给予
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翟
会杰局长对2015年财政工作

进行了总结并对2016年工作
做出安排部署。他说，财政
系统要切实转变作风，强化
纪律审查，主动担当作为，服
务项目建设，为汝州市经济
提供宽松的发展环境。随
后，财政局副局长郭玉玮宣
读了相关表彰决定，对受表
彰先进单位、先进工作者等进
行颁奖。

最后，刘鹏副市长站在汝
州市战略发展大局的高度，对
汝州市财政系统工作进行了
总结，提出了建议和新的期
许。

□特约通讯员 杨增强
通讯员 任黎明 王力红

本报讯 日前，汝州市
委宣传部、汝州市工商局评
出了在文明诚信经营活动
中成绩突出的汝州市七星
商贸有限公司、汝州市帝多
福实业有限公司等 20 家

“文明诚信商户”和1家“文
明诚信市场”。

为大力倡导诚实守信

的良好风尚，汝州市工商局
采取逐级推荐的形式，将一
批文明诚信市场和文明诚
信商户逐级上报省工商
局。目前，汝州市妙水山泉
有限公司、汝州市宣和坊有
限公司、汝州市重庆小板凳
火锅店被省工商局授予省
级“文明诚信商户”。汝州
市春天服饰有限公司被省
工商局授予“文明诚信市
场”。

□实习生 李帅 通讯员 焦学
锋 张旭峰

本报讯 从去年9月起，汝
州市被确定为全省不动产统一
登记试点县市后，汝州市委、市
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如今，汝
州不动产登记工作已走在了全
省前列，受到了省厅和各“兄
弟”市县的广泛好评。

据悉，在汝州市被确定为
全省不动产统一登记试点县市
后，汝州市成立了专项工作领
导小组，强力推进。汝州市国
土资源局在市委、市政府的统
一部署下，通过组建机构、划转
编制、培训人员、流程再造等一
系列工作，切实做到了“真合实
并”，使汝州市的不动产统一登
记工作走在了全省前列，并在
全省的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推
进会上做典型发言。

近日，省国土资源厅的相
关领导、汝州市委、市政府的主
要领导，及三门峡市、平顶山
市、济源市、洛阳市国土部门的
主要领导赶到了汝州市，参加
了汝州市首批不动产权证书正
式颁发仪式。此外，全省先后
有9个县市80余人到汝州市
不动产登记中心来“串门”，学
习不动产登记各项工作经验。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
伟恒 通讯员 董英梅

本报讯 4月 14日上午，
汝州市2016老年体育工作会
议在市总工会三楼会议室隆重
举行。汝州市委常委、常务副
市长刘鹏，政府党组成员、副县
级干部张平怀出席会议。全市
20个乡（镇）、街道办事处主抓
老年体育的领导和体育专干、
市全民健身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和市体育局有关领导及市老体
协全体人员近百人参加了会
议。

会议由张平怀主持，会上
市老体协主席张文幸做了题为
《总结经验，继续奋进，再攀高
峰》的讲话。他强调2016年要
以“双百工程”(即在全市建设
200个老年体育健身场地)为
重点，科学谋划，开展丰富多彩
的健身活动，更好满足全市老
年人健身需求。刘鹏肯定了汝
州市老体协在过去一年里所取
得的成绩，指出在“十三五”规
划的开局之年老体协工作要强
化支持和保障措施，并提出了
新的希望。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伟恒
通讯员 李丹 张元元 文图

本报讯 4 月 18 日上
午，由《中国作家》杂志社，中
共汝州市委、汝州市政府主
办，汝州市委宣传部、汝州市
文联承办的“中国作家看汝
州”采风活动启动仪式在汝
州市委大院隆重举行。汝州
市委常委、秘书长王英敏，汝
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
鹏，汝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郭杰，汝州副市长杨英武及
汝州市文艺界代表200多人
出席启动仪式。

据悉，参加本次活动的
作家包括：《中国作家》杂志
主编王山，副主编高伟，河
南省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
席、文学院院长何弘，河北
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报
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李春雷，
广东省作协副主席熊育群，
河南省作协副主席乔叶，江
苏省宜兴市文联主席徐风，
《长篇小说选刊》、《中华辞
赋》主编顾建平，《上海文
学》杂志社社长张予佳，非
虚构作家丁燕，《中国作家》
杂志文学部主任方文等。

河南日报、大河报、大河网、
雅昌网等媒体的记者也参
加了启动仪式。

郭杰在致辞中指出，汝
州文化底蕴深厚，作为华夏
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古丝绸
之路的途经之地，文化古迹
众多。两年多来，汝州市
委、市政府站位高远，把握
全局，以“规划建设年、项目
建设年、作风建设年”为统
领，团结带领全市人民开拓
进取、克难攻坚，使汝州有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项事
业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

此次采风是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落实中宣部“深入生活 扎
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的重
要举措。

王山和王英敏共同启
动“中国作家看汝州”活动
启动仪。王山还宣布了“书
香汝州”系列创建活动——
关于确定“4月23日为汝州
市全民阅读日”的决定。随
后，作家们深入汝州市重点
项目、著名景点进行采风，
用精彩的神来之笔描绘汝
州巨大变化，讲述汝州故
事。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员 侯五平 李美莹

本报讯 4月 15日，记者从汝州市重点项目办了解到，
2016年汝州市确定的第一批重大项目共102个，截至3月底，
已开工建设79个，开工率为77%，完成投资额共计31.6亿元，
占年度投资目标的25%。

今年前3个月，按照汝州
市委、市政府“三个100”建设
目标，该市多措并举，着力实
现“三大突破”，即：在重大项
目推进上有新突破，在联审联
批和项目稽查上有新突破，
在优化服务强化监管上有新
突破，在项目实施、项目争取、
项目储备和要素保障上狠下
功夫，明确目标、压实责任、强
化措施，用大项目、好项目带
动全市经济腾飞，为全市经
济的长足发展增强后劲。

落实分包抓责任，为项
目建设提供保障。汝州市坚
持“委局围着乡镇转、乡镇围
着项目转”的工作理念，严格
落实“首席服务官、责任单
位、服务专员”三包责任制。
一季度中，汝州市第一批102
个重大项目共有23名副县级
以上领导干部担任首席服务
官，责任单位涉及36个局委、
乡镇（街道），每个项目设置一

名服务专员，对项目建设实
施“贴身保姆式服务”。

协同攻坚强推进，确保
建设目标落实处。在第一季
度项目推进工作中，汝州市
紧紧围绕年初确定的目标要
求，形成推进项目建设的强
大合力，抢抓项目进度，对首
批102个重大项目进行了倒
排工期，细化量化各阶段的
目标任务，及时解决项目建
设中的难点问题,以季度会
战为抓手，以月保季、以季保
年，强化责任意识和时间意
识，始终保持紧逼推进态
势。责任单位及相关责任人
深入一线帮办推进项目，相
关单位密切配合，全力服务，
齐心协力推进项目建设，确
保项目建设顺利推进。一季
度，在建79个重大项目全部
完成工期节点计划，取得重大
实质性进展，其余项目均处于
顺利推进中。

今年是“十三五”规划开
局之年，汝州市围绕“项目建
设年”活动，把多上项目、快上
项目、上大项目放在经济发展
的首要位置，提出了确保全年

“新建成投用100个项目、新
开工建设100个项目、新谋划
储备100个项目”的目标。

近年来，汝州市坚定实施
开放招商主战略，成立了北京
汝州商会、郑州汝州商会、广

东汝州商会等五大商会，有针
对性地开展规划招商、以商招
商、专业招商活动，使得一大
批优质项目落地汝州。其中，
今年第一季度，筛选了第一、
二批重大项目和第一批重点
项目共250余个，其中集中签
约项目49个，涉及农林水、能
源、工业、现代服务业、社会事
业等多个领域，投资总额约
522.87亿元。

抓住项目建设“牛鼻子”，拉动经济增长

对项目建设实施“贴身保姆式服务”

汝州市对项目建设实施“贴身保姆式服务”，效果显著

一季度79个重大项目开工建设
描绘汝州新面貌
讲述汝州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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