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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闫四位于汝州市前火神庙

街1号房产证：12111字第2 号
丢失，声明作废。

●汝州市文化艺术学校事业

单位法人证书（正本）证号：事

证第141048200160号，汝州市

群众艺术馆事业 单位法人证

书（正 本）证 号 ：事 证 第

141048200138 号遗失，声明

作废。

●汝州市王寨乡怯庄村马庄

10组村民马青枝（马春远）土

地使用证丢失，证号：王寨乡

集 建（1990）字 第 6-10-508
号，声明作废。

●汝州卫超眼科医院豫汝民

证字第 16014号，法人代表董

卫超，于汝州市望城路中段正

式成立，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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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本报讯 6月3日，2016年汝州市“扫
黄打非”、理论党教工作暨“三对照三检
查”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宣
传部长郭杰，市政府副市长杨英武，市政
协党组成员、副县级干部张贵明，市委宣
传部副部长王德新、李国胜，市文广新局
党组书记、局长张永振出席会议。市直各
单位负责宣传工作的同志，各乡镇、街道
主抓宣传工作的副科级干部以及文化综
合服务中心主任参加会议。

会议对2015年的“扫黄打非”和理论
党教工作进行了总结，对工作先进单位和
个人进行了表彰，查找了工作的不足之
处，对2016年全市“扫黄打非”、理论党教
工作和“三对照三检查”主题活动进行精
心安排和部署，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共同
努力，促进了汝州市的“扫黄打非”、理论
党教工作和“三对照三检查”主题教育实
践活动的各项任务有效落实，并且在新的
一年提到新水平、登上新台阶、取得新进
展。

会议上，张永振总结了2015年全市
“扫黄打非”工作，并传达《2016年全市
“扫黄打非”工作行动方案》，李国胜安排
了全市理论党教工作和“三对照三检查”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有关事项，张贵明宣读
了《关于调整汝州市“扫黄打非”工作领导
小组成员的通知》和《关于表彰2015年全
市“扫黄打非”工作先进集体及先进个人

的决定》。
据了解，2015年，在市委、市政府的

正确领导下，汝州市“扫黄打非”工作紧紧
围绕全年工作重点，坚持一手抓繁荣，一
手抓管理，深入开展“扫黄打非”集中行动
和专项治理，在封堵查缴政治性非法出版
物，扫除淫秽色情文化垃圾，加强网络监
管，净化社会文化环境，打击侵权盗版行
为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极大地促进了
文化市场的健康发展。2015年，市文广
局共出动执法人员300余人次，车辆80
多台次，对辖区内18家书店、15家物流、
13所中小学进行集中检查。立案查处了
汝州市天彩印刷厂超范围经营案和汝州
市华丽美陶瓷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两起
重大案件。组织了2015年侵权盗版及非
法出版物集中销毁活动，销毁了2015年
开展打击侵权盗版专项行动以来收缴的
各类非法出版物共计图书800余册、光盘
2000余张、散页1万余页，有力地打击了
经营非法出版物的违规行为。

郭杰在会议上讲道，近年来，在市委、
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各成员单位的
共同努力，汝州市“扫黄打非”工作取得阶
段性成果，文化市场面貌和网络文化环境
逐渐好转，有力打击了文化市场领域的违
法犯罪行为。郭杰同时要求全市各单位
要严格按照理论党教工作和“三对照三检
查”主题教育实践工作要求，会后抓好各
项任务的落实，圆满完成市委、市政府下
达的各项目标任务。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霍磊 杭高博

本报讯 6月5日，汝州市举行“关注
大气污染、改善环境质量”环境日主题宣
传活动。市政协党组副书记、正县级干部
何俊章，副市长张剑奇，市政府党组成员、
副县级干部史清秀，市直相关委局、各乡
镇街道办事处、重点企业环保负责人，青
年志愿者等200余人参加活动。

环境日宣传启动仪式上，史清秀作了
“关注大气污染、改善环境质量”主题讲
话，何俊章宣读了汝州市《共建绿色家园
倡议书》。副市长张剑奇在讲话中指出，
省环保厅确定河南省环境日宣传主题为

“关注大气污染、改善环境质量”，充分显
示了省委、省政府对环境问题的高度重视
和铁腕治污的坚定决心。今年以来，我市

先后开展了为期60天的扬尘专项治理、
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清理整改、省级、
国家级生态城市创建、污染物总量减排、
城乡环境保护和工业污染防治等重点工
作，大气环境质量得到了明显改善，但是
整体环境形势依然严峻。我们必须举全
市之力，坚持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并重的
方针，强化为民意识，加大执法力度，严厉
打击各类环境违法行为；社会各界要以强
烈的责任担当精神，自觉投身到环境保护
事业中来，增强环保意识，从自身做起，从
小事做起，节约资源、减少污染。

启动仪式后,市区集中宣传与28个
相关委局、20个乡镇街道办事处分区域
宣传同步开展；通过多区域、大范围的宣
传活动，旨在号召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
改善环境质量，营造全民参与环境保护、
共同建设美丽汝州的舆论氛围。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降海新
通讯员 魏向涛 王银萍 刘宏远 文图

本报讯 6月7日上午，汝州市双拥
办、粮食局、煤山街道组织慰问队，来到
了驻汝某部，把3000个粽子、2000斤西
瓜、100斤白糖送到了部队官兵的手中，
部队官兵们接到粽子激动地说：“这个端
午节我感觉一点也不孤单，汝州就是我
们的家，亲人们就在我身边，仿佛收到妈
妈包的粽子，有家的味道。”

据了解，汝州市将国防和双拥教育
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部队教育计划，列
入全市工作计划，加强督促落实，这是汝
州市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方式。注
重把烈士陵园、抗战纪念馆开辟为全市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清明节、“五四”青
年节、“八一”建军节和烈士公祭日等重
要节日，对全市人民、学生、驻汝官兵进
行国防和爱国主义教育。

严格落实现役军人、军队离退休干
部、伤残军人免费乘坐公交车、免费游览
参观公园、博物馆和风景名胜的优待政
策。残疾军人看病免收挂号费、减半征
收床位费。企业的残疾军人率先享受企
业工伤保险待遇，在企业破产倒闭时及

时足额领取到残疾军人一次性医疗补助
和伤残就业金；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残
疾军人享受与工伤人员同等的福利和医
疗待遇。

驻汝部队在做好军事训练的同时，
积极开展扶贫帮困、驻地援建和便民服
务等活动。武警中队、消防大队等官兵
定期慰问驻地乡镇敬老院，多次资助失
学儿童，义务为五保户和困难群众抢收
粮食。先后出动兵力参加汝州市北环
路、朝阳路、洗耳河治理等市政工程建
设。出动官兵2万多人次，车辆1000余
台次，在小屯镇朝川村3000亩荒山上兴
建“八一生态示范园林”，种植树苗5万
余棵；在杨楼、庇山、汝河两岸义务植树1
万余棵，为“靓丽汝州”建设做出了突出
贡献。

军地相互尊重，相互配合，互办实事
已成常态，军地双方已经形成了真情互
动、良性发展、鱼水情深、牢不可破的融
洽关系。汝州市双拥共建活动的深入开
展，使地方爱护军队、尊重军人、关心部
队建设蔚然成风；部队尊重地方、热爱人
民、支持地方工作成为自觉行动；军政军
民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支持，亲如
一家、和谐融洽的关系已经形成。

□实习生 李帅
通讯员 韩学军

本报讯 为了让贫困学生度过一个
快乐的“六一儿童节”。6月1日上午，汝
州市工商局准备了精美的书包和文具，
赶到汝州市焦村乡水沟村小学，为该校
34名贫困学生送去了节日的礼物。

据悉，汝州市焦村乡水沟村小学的
学生们分别来自附近的六个村庄，全校
共有127名学生，其中留守儿童和贫困
学生较多。

当天上午10时许，大河报记者跟随
工商局工作人员一同赶到了汝州市焦村
乡水沟村小学。此时，等待节日礼物的

小学生们在学校老师的安排下，排好了
整齐的队伍迎接工商“爸爸妈妈”的到
来。工商局工作人员下车后，便立即将
准备的书包和文具拆封，细心地将一件
件文具装进每一个书包里，再亲手发放
到34名贫困学生手中。发放过程中，工
商“爸爸妈妈”为收到礼物的小学生们耐
心地整理书包带和衣服，并鼓励他们要
好好学习。

发放仪式结束后，课间中，汝州市工
商局副局长郭旭阳在看到校园许多学生
穿着拖鞋上学，以及了解到学校自来水时
断时续的情况后，便立即与该校校长商
议，表示希望为学校每一位贫困学生捐
赠一双鞋，并积极协调解决自来水问题。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石丰周

本报讯 日前，骑岭乡抽调的60余
名机关干部分驻14个村的各个禁烧执
勤点，尽职尽责做好生态保护和“三夏”
生产帮扶工作。

网格化禁烧不漏空。该乡14个村
分成6个工作片，6名科级干部分别任片
长，驻村第一书记或机关干部分包各村，
各村根据地形和交通状况分区域设45个
瞭望点，乡、村、组干部明确责任网格化开
展禁烧工作。大力宣传造声势。5月21
日领先于其他乡镇召开310人参加的乡、
村、组干部禁烧动员大会，早动员、早部署
禁烧工作；目前全乡已悬挂160条宣传
横幅，设45个瞭望点，出动17台宣传车，
1万余户群众分别与村委会签订《秸秆禁

烧及耕地地力保护协议书》，14个村开通
大喇叭，每天通过手机飞信、微信发工作
要点和禁烧动态，让禁烧工作入眼、入
脑、入心。强化纪律锻炼队伍。乡机关
干部统一着迷彩服、佩红袖章，每人一把
铁锹，每村配两台大功率灭火机，不得请
假、不得饮酒，每人分一块责任区，严肃
责任追究，强化禁烧纪律。应急能力有
保障。各村均成立两组摩托队，各村均
有20名应急救援队员，各工作片设巡查
组，全乡分设两个督查组；日常乡、村、组
干部分别驻点禁烧，手机保持全天24小
时畅通，遇紧急情况能快速处置。

通过努力，截至6月4日晚10时，该
乡已收割小麦26000亩，占全部播种面
积的56%，播种秋作物11000亩，目前，
该乡尚无秸秆焚烧现象，秸秆禁烧及综
合利用、“三夏”生产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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