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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趁这会儿天不
太热，大家加把劲，赶紧把活
儿干完，保证高速公路顺利通
车”，6月22日5时30分，在汝
州市10千伏甄焦线跨越高速
引线的施工现场，施工负责人
张武杰对施工人员说道。

据悉，汝登高速项目是焦
作至桐柏高速登封至汝州段
工程，是河南省高速公路网

“686”规划其中一纵的重要组
成部分，全程58.5公里，项目
建成后，汝州至郑州的车程将

缩短至1个小时左右。为保证
汝登高速7月份顺利通车，汝
州市供电公司高度重视，全力
做好协调和配合工作，在得知
高速引线的地基加高，10千伏
甄焦线跨越高速引线的对地
距离变低，容易产生安全隐患
后，及时组织人员冒着37°C
高温进行线路改建，将19号、
20号两根12米线杆更换成15
米线杆，并更换新线80多米，
为汝登高速项目建设通车营
造安全的施工环境。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伟恒

本报讯 6月 25日上午
在汝州市互联网+电子商务产
业园，大峪乡果业协会网络运
营中心办公室内，该协会会长
杨俊彪热情地接待来自顺丰
速运有限公司河南区部总经
理王小虎及四大行政高管一
行人。

据悉，杨俊彪从部队返
乡，苦心经营果园，果园规模
也由小到大，但一直苦于卖果
难，自驾机动小三轮走街串巷
卖水果有言不尽的辛酸。自
从2015年从事网络销售，将
农产品搬到网上叫卖，取得了
很好的的销售局面。2016年

的水果生意做得更是有滋有
味，为了更好地服务顾客高标
准、高质量，更快捷地将水果
送到顾客手中，今年他一反往
常选择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将
生产的水果通过飞机卖到全
国各个地方。

据王小虎介绍，一位拉萨
的网络客户，如实评价说：“桃
子收到了，这次老板居然由顺
丰公司发送，三天就到了，而
且很好吃！”

杨俊彪介绍说，大峪乡果
业协会利用顺丰公司的飞机
将水果运到全国各地引起了
顺丰公司河南区部的高度重
视，王小虎经理携行政四大主
管亲临汝州，与杨俊彪亲切交
谈并做了实地考察。

本报讯 为迎接建党95
周年，增强法院干警身体素
质，展现法官队伍奋勇拼搏的
精神,6月25日早上6时，汝州
市人民法院组织该院80多名
干部职工，在汝州市东郊举行
了“迎七一、铸党魂、健步走、
扬正气”比赛活动。

早上6时许，在活动现场，
汝州市法院党组成员、政治处
主任亓建文在开幕式上致辞，
强调了本次比赛的意义，并希

望大家努力拼搏，赛出风格，
赛出水平。

6点36分，随着亓建文主
任的一声口令，比赛正式开
始。比赛过程中，参赛人员精
神饱满，步伐矫健，展示了同
志们积极向上、健康阳光的良
好生活态度。7点15分，青年
干警何朝峰第一个冲过终点，
7点56分参赛人员全部走完8
公里的赛程，并角逐出了男子
前20名及女子前15名。

本报讯 6月25日上午，记
者在汝州市庙下镇杨庄村的汝州
市九龙牧业有限公司看到机器轰
鸣，堆积如山的小麦秸秆被填入
水泥池子，又覆盖上一层鸡粪。
该镇主抓农业的副镇长陈朝阳指
着在一旁指挥的该公司董事长杨
松伟说：“这个老板不简单，这几年
钻研庄稼秸秆转化有机肥项目，取
得了6个国家专利，今后咱们这一

带的庄稼秸秆就不愁销路啦！”
据杨松伟介绍，他成立汝州

市九龙牧业有限公司后，养鸡10
万多只，长期为大量积压的鸡粪
发愁。在汝州市环保局副局长宋
欣蕾的建议下，杨松伟经过市场
调查，认为汝州市农作物播种面
积135万亩，其中，小麦80万亩，
油菜21万亩，玉米80万亩。仅
小麦、玉米、油菜秸秆以及玉米

为深入学习贯彻中央、
省委、市委关于开展“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通知精神，迎接
党的95岁生日到来，6月28日
上午，汝州市农机局召开了机
关讲堂暨“两学一做”专题党
课会议。据悉，此次农机局党
课从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一
是学习贯彻新《党章》的重要
意义；二是与十八大通过的党
章相比，新《党章》的主要修改
内容及解读；三是现阶段我们
如何充分运用新《党章》的内
容精髓指导农机化工作。

（李帅 沈永强）

日前，汝州市财政局精准
扶贫光伏发电项目开工仪式
在焦村乡邢村举行。据了解，
该项目总投资 250 余万元，年
发电收入可达42万元，收益期
长达 25 年以上，项目建成后，
将为邢村贫困户尽快脱贫找
到出路，也为汝州市精准扶贫
工作开了好局、带了好头。汝
州市财政局自开展扶贫工作
以来，不断为该村扶贫工作想
办法、出思路，该项目只是该
局精准扶贫措施中的一项。

（杨一 张彦君）

提到汝州市政公司，对于市
民群众来说，也许是一个陌生的
概念。但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都
是由工人们用自己的汗水铸就。

从5月10日到6月20日，短
短的一个多月时间内，汝州市政
公司刷新城区桥梁护栏4座，长度
480米；更换窨井盖580套；道路
排水管道疏通清淤46.5公里；铺

设洗耳河和二五跃进渠排水管道
1390 米；治理洗耳河排污口 29
处；完成朝阳路、广成路、丹阳路、
西环路、洗耳路、望嵩路、城垣路、
东环路等路面修补 18200 平方
米，更换铺装人行道彩砖18000
平方米；改造中大街3.8公里，沥
青罩面9000平方米……

作为汝州市政公司的“掌门

人”和一名“老市政”，郭志军见证
了汝州城市这几年的变化。他
说，全市“创卫”工作深入推进以
来，汝州市政公司的工人们几乎
没有休息过一个星期天，虽然苦
了点，累了点，但这是在用自己的
双手建设美丽的家园，给市民群
众创造更加宜居的生活环境。苦
累值得，我们自豪！

深夜里，修补城市主干道破损路面;烈日下，冒高温铺设管道……

“创卫”，汝州市政公司在行动
□特约通讯员 杨一 通讯员 王新涛 康建标 文图

核心提示 | 进入 6
月以来，汝州大地持
续高温，人们在室内
开着空调还嫌不凉
快。但是，在骄阳似
火、热浪扑鼻的汝州
大街小巷，随处可见
市政工人忙碌的身
影。他们，不畏炎热，
在为“创卫”默默地坚
守和奉献着……

简讯

汝州市人民法院

迎七一、铸党魂、健步走、扬正气

汝州市供电公司

冒着高温改建线路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韩笑 高明哲

这个农民企业家做有机肥
拿了6个国家专利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伟恒 文图

工人们干劲十足

大峪乡果业协会

用飞机把水果卖到拉萨

□实习生 李帅 通讯员 张亚娣 杨松播

6月 21日早上，记者探访汝
州市广成路、丹阳路和东环路，发
现这三条城市主干道大面积坑坑
洼洼的破损路面不见了，取而代之
的是被沥青新铺装后的一片平整。

“破损路面修补，是卫生城市
创建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不影
响白天的交通和保证工程质量，
18日、19日，我们市政公司20多
名职工牺牲晚上休息的时间，通
宵加班作业，对广成路、丹阳路和

东环路三条城市主干道的破损路
面进行了修补，修补破损路面面
积达2100多平方米。”汝州市市
政公司项目负责人李文峰在接受
采访时告诉记者。

6月22日中午，艳阳高照，汝
州市二五跃进渠治理工地上一派
繁忙景象。几名戴着安全帽的市
政工人，他们头顶烈日，或挖掘坑
道，或装土上车，正进行着下水管
道铺设作业。

在一辆挖掘机前，姬保国师
傅正手握铁锨铲修坑基。趁着擦
汗喘息的机会，姬师傅向记者介
绍，二五跃进渠治理是市里的一
项民心工程，项目包括渠道清淤
及污水管道铺设等，全长 1200
米，质量要求高、工期紧、施工难
度大。5月中旬开工以来，尽管天
气炎热，工人们却干劲十足，一连
一个多月，大家冒高温连续作战，
工程质量和进度没有受到影响。

自豪，我们是汝州市政人

杨松伟向记者展示他研制开发的有机肥

工人们夜间加班加点修补路面

芯、作物籽壳每年就有 46.5 万
吨。汝州市目前养肉鸡、蛋鸡
230万只，可年产粪尿约320万
吨，以市场价计价值5亿元。据
专家估计，未来市场生物有机肥
将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市场前
景非常广阔。实现鸡粪资源化、
产业化、商品化，变废为宝，可创
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还可以改
善环境质量，对农业的可持续发
展具有深远意义。

杨松伟组织企业科技人员攻
关将秸秆和鸡粪转化成有机肥料
的项目。经过近两年的科技攻
关，杨松伟等人取得包括花卉园
艺、果木、蔬菜等有机化肥在内的
6项将秸秆和家禽、家畜粪便转
化成有机肥的国家科技专利，现
在已经投放市场，获得好评。

目前，杨松伟的公司建造了
一条完整的秸秆收储系统，庙下
镇政府提供50亩空地堆放秸秆、
进行厂房建设，统一回收周边乡
镇的秸秆近千吨，并通过机械化
设备把秸秆粉碎，压块制作成有机
肥生产所需的原料，解决了当地焚
烧秸秆造成污染环境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