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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春
通讯员 刘亚锋

本报讯 7月9日，得知
汝东高新区机器人项目研发
成功的消息后，汝州市科技企
业孵化器运营管理中心立即
组织员工到汝州市智联机器
人科技有限公司调研学习。

应汝州市智联机器人科
技有限公司法人张五立、总
经理刘中杰的邀请，汝州市
科技企业孵化器员工现场观
看了该公司最新研发产品
——机器臂精准地完成转移
瓷砖等演示，听取了公司发
展历程、机器人研发设计及
产品与市场对接等情况汇
报。孵化器运营管理中心主

任仝长河就企业存在的项目
场地、资金、研发、推广宣传
等问题与企业负责人进行了
现场交流，并提出了意见和
建议。

刘中杰对孵化器运营管
理中心的工作给予高度称
赞，并表示今后要与孵化器
搞好对接，利用好孵化器服
务平台，使公司快速发展壮
大，早日为汝州经济发展做
贡献。

据悉，该公司机器人已研
发成功，申请各类专利40余
项。目前，正在根据市场需求
确定各种数据编程，基本具备
产业化条件。可广泛应用于
机械搬运、油漆、焊接、铸造等
行业，市场前景广阔。

本报讯 今年以来，根据汝
州市委、市政府对创建全国旅游
标准化试点市工作的要求，汝州
市创建全国旅游标准化试点市指
挥部多次召开旅游标准化创建工
作汇报促进会，召集承担任务较
重的单位汇报工作进度，保证了
创建工作的有序开展。在全市各
责任单位和试点企业的共同努力
下，截至目前大多项目已经完成,

为7月下旬将要到来的省级验收
做好了准备。

汝州市星级评定委员会对试
点企业进行了星级评定工作，先
后对7家饭店、11家餐馆、4家旅
行社、6家购物场所和各乡镇的
乡村旅游经营单位进行了星级评
定工作。

多家职能部门联合执法，对
汝州市黑旅行社进行集中整治，

打击了扰乱旅游市场的不法行
为，规范了旅游环境。在中国旅
游日前夕，举办了以“文明旅游、
生态环保”为主题的公益骑游暨
签名活动仪式，通过活动开展，弘
扬汝州的历史文化，展示汝州市
丰富的人文景观和自然风光，同
时也为推动文明与旅游的融合，
塑造讲文明、树新风、重礼仪、安
全有序的汝州人文旅游环境。

□实习生 李帅 通讯员 王领章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放射
源安全管理，消除潜在的辐射安
全隐患。近日，汝州市环保局对
全市放射源使用单位的管理制度
建设、法规标准执行和辐射安全
设施管理等情况进行了细致的现
场检查，进一步强化了放射源安
全监管。

据悉，在此次检查中，汝州市

环保局成立了由局长任组长、分
管局长任副组长、相关科室负责
人为成员的汝州市放射源专项检
查工作领导小组，并起草制定了详
细科学的实施方案，明确了目标任
务和完成时限，确保落实贯彻国
家、省市环保部门关于开展全市放
射源专项检查的相关要求。

同时，在掌握现有的放射源
底数基础上，汝州市环保局还开
展了γ射线移动探伤和其他放射

源清查工作，进一步确定专项检
查对象，督促相关企业完成自查
工作。

此外，汝州市环保局在检查
中还加大了对放射源安全隐患的
排查力度，督促企业做好放射源
的安全管理工作，重点做好移动
探伤单位和放射源作业现场的辐
射安全检查，严防放射源丢失、被
盗等辐射安全事故的发生，确保
放射源应用安全。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汝州
市环保局了解到，中央环保督察
巡视组将于本周进驻河南，我省
环保、公安等部门从河南警察学
院抽调1000名志愿者分为10个
督察组，在全省开展环保联合督
察，目前，省督察组16名成员已
进驻汝州。

为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
于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安
排，扎实推进汝州市大气污染联

防联控工作，汝州市环保局结合
省督察组成立5个巡查组，目前
正在全市开展专项巡查。本次巡
查为汝州市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决
战决胜工作开展以来第一次监督
性检查，巡查组将采取明察暗访
等多种手段相结合，软件检查与
硬件检查相结合，查阅巡查对象
的方案制定、机构落实、宣传发动
及自查自纠台账等情况，重点针
对建筑工地、燃煤锅炉拆改、建筑

垃圾清理、黄标车淘汰、“十五小、
新五小”取缔、落后产能淘汰、道
路及交通扬尘、露天堆场、企业污
染治理等工作，对照治理标准，巡
查各项工作推进、完成及保持情
况。

本次巡查工作结束后，将对
巡查情况、存在问题、整改建议进
行汇总通报，并按照客观事实对
巡查对象工作完成情况进行排
名。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刘军严 文图

本报讯 杨俊彪，大峪
乡果业协会会长，从部队返
乡，苦心经营果园，为了带动
周边父老乡亲致富，他积极
成立了大峪乡果业协会，从
技术、销售等方面帮助群
众。他积极探索网络销售，
将农产品搬到网上叫卖，并取
得了很好的销售效果。为推
销协会产品，2016年年初，他
就积极策划网售前期宣传工
作。近日，他刚卖完杏子就来
给群众送卖杏子的钱了。

7月5日，夏日炎炎，杨
俊彪来到大峪乡青山后村给
群众送卖杏款。

“杨会长，我们家今年卖
多少？”“杨会长，今年多亏你
帮忙，先喝口水吧。”大家你
一言我一语就说开了。

“老乡们，先别急，有啥事
咱们慢慢说，今天给你们送卖
杏的钱才是第一主题，我一家
一家给你们结算卖杏的钱。”
杨俊彪爽朗地笑着说道。

“老刘，这是你今年卖杏
的钱，总共12000元，你好好
数数，看有没有错。”大家落
座后，杨俊彪就拿出了记账
本和现金包，开始结账，第一
家就是76岁的刘山老汉。

刘山一家8口人，种10
来亩地，由于地薄、靠天收，
遇到好收成，一年一亩地能
收入400元，遇到干旱年绝
收，连种子钱都赔进去了。
2013年杨会长来到该村，看
到该村300余亩杏树，他就
和村支书商量，决定来教他
们截干、嫁接和管理。由于
该村交通不便，卖杏子又成
为新的难题。杨会长知道这
个消息后，今年提前就来村
里和群众签订代售鲜杏合
同，上个月专门组织车辆来
拉运销售鲜果。

“今年三亩杏，我卖了
12000元，一亩就是4000元
收入，比我种10亩粮食的收
入还多。”刘山老汉接过杨会
长给他的卖杏款高兴地说。

中午12点多，终于将70
余户群众的代售杏子款全部
发完。

“彪，你热心帮助我们村
群众管理、销售鲜杏，群众都
很感激，托我以村委的名义
向你赠送一面锦旗，请你务
必收下。”临别时，青山后村
支部书记刘占仁拿出一面锦
旗送给杨会长说。

“中，你们的心意我收
下，愿意共同发展的，我热烈
欢迎大家加入协会。”杨会长
接过锦旗，和村里部分果农
合影后依依惜别。

核心提示丨7月7日，在汝州市米庙镇玉皇沟村的山坡下边，记者看到，人称“鸡司令”的50多
岁的该村党支部书记赵书堂在自己新买的黑色轿车前，正在向村民降娟讲述养鸡业的发展前景。

赵书堂说：“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提高，鸡蛋已成为一日三餐的必需食品，加上国家二胎政策
的实行，鸡蛋加工行业的迅速发展，鸡蛋出口国外数量日益增加，所以养鸡业是大有发展前途的。”

村民为杨俊彪赠送锦旗

一个“鸡司令”带出一个养鸡村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伟恒 通讯员 王小法

汝州市米庙镇玉皇沟村党支部书记赵书堂带领村民走上致富路

赵书堂干支部书记已经10
年了，养鸡也养了10年。他常
说：“养鸡是山区经济发展的好
项目。”目前他的养鸡数量已扩
大到1200多只，3年前，他已建
成了现代化养鸡场，养鸡上料、
收鸡蛋全部自动化，每年可获纯
利润50多万元，是远近闻名的

“鸡司令”。截至目前他扶持村
民养鸡已帮助贷款50多万元，
自己借给养鸡户现金已达20多
万元。

他说：“让村民们富裕起来是
一个党支部书记的天职，当一天
支部书记就要为村民干一天实
事，让村民们得到实惠。”在赵书

堂的努力下，目前全村养鸡数量
已达到12万多只。全村1500多
口人，平均每人80多只鸡。记者
问起今后的发展目标，赵书堂说：

“明年打算把全村养鸡规模扩大
到18万只，使全村养鸡业纯收入
达到600万元。”

2012年，村民宋言伟几年来
经济总是有些紧张，四处寻找致
富门路，他找到鸡司令赵书堂咨
询。赵书堂说：“咱村地处丘陵山
区，土地瘠薄，但是地域宽广、空
气新鲜，养鸡是一个有把握的致
富门路。”宋言伟也想养鸡，但是
手中缺乏资金。赵书堂说：“只要
你有决心和信心，我帮助你。”接
下来，赵书堂帮助宋言伟贷款4万
元，又把自己养鸡赚来的钱借给
他4万元，宋言伟的养鸡规模从

3000只增加到6000只。现在每
年可获纯利润15万多元。他常
说：“鸡司令对我的帮助太大了。”

2013年，村民赵京州也想走
养鸡这条路，但是缺乏资金，非常
苦闷。“鸡司令”听说后找到他说：

“听说你也想养鸡，但是缺乏资
金？”赵京州说：“咋不是呢！”“鸡
司令”说：“只要你想走这条路，我
支持你。”接着，赵书堂帮助赵京
州贷款10万元，又把自己的钱借
给他3万元。赵京州目前的养鸡

数量已达到8500只，每年可获纯
利润20多万元。

2010年高中毕业的年轻人
李宝山毕业后跑过运输，经过商，
但是效益都不理想。“鸡司令”找
到他说：“作为一个新时代的青
年，应该有一个创业当老板的信
念，要干出一番属于自己的事
业。”在“鸡司令”的启发下，李宝
山的养鸡数量目前已发展到1万
只，每年可获纯利润30多万元，
还雇了两个农民工帮助养鸡。

讲述丨他借钱给多位村民养鸡，让他们寻找致富路

目标丨他说，要让明年全村养鸡业纯收入达到600万元

汝州市开展
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巡查工作

汝州环保局开展放射源安全专项检查

多措并举推进全国旅游标准化试点市创建

汝州市科技企业孵化器
运营管理中心组织员工调研

汝东高新区机器人项目研发成功

杏款送群众 锦旗赠“英雄”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魏向涛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霍磊 杭高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