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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伟
恒 通讯员 王召霞 李中琪 文图

本报讯 11月28日上午，寄
料镇徐庄村党群服务中心一派热
闹景象。原来徐庄村扶贫搬迁项
目正在这里举行开工仪式。汝州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剑奇，汝
州市政协副主席张贵明及寄料镇
全体机关人员、徐庄村搬迁群众
及施工方人员近百人参加开工仪
式。

据介绍，徐庄村是省定的贫
困村，全村有12个自然村，18个
村民小组，共有3480人。其中贫
困户136户，贫困人口396人。他
们集中居住在连坡、白莽坡等四
个自然村，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
施薄弱，农业生产靠天收。此次
扶贫搬迁项目地址在村党群服务
中心附近，地势相对平缓，占地
100亩，计划安置群众105户234
人，总投资近4000万元。安置区
内设立小学、幼儿园、卫生室、文
化广场、游园等基础设施。农户
搬迁后必将使他们的生产生活条
件得到明显改善。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本报讯 日前，汝州市召开强
化舆论引导媒体接待暨2017年度
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会议，汝州市委
副书记李运平，市委常委、宣传部
长郭杰，市政协党组成员、副县级
干部张贵明、余占营，以及各乡镇
党委书记、街道党工委书记，市直
各局委、企事业单位、驻汝单位主
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安排舆论
引导、媒体应对工作，总结表彰
2016年度党报党刊发行工作、安
排部署2017年度党报党刊发行工
作。会议下发了《汝州市关于加强
舆论引导和媒体接待工作指导意
见（试行）》、《汝州市对外发表证明
新闻稿件及网络舆情引导奖励办

法》、《关于表彰2016年度党报党
刊发行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的决定》、《关于做好2017年度党
报党刊发行工作的通知》等文件，
并对2016年党报党刊发行工作红
旗单位、先进乡镇（街道）、优胜乡
镇颁发了荣誉证书。

李运平回顾总结了2016年度
党报党刊的发行工作，对2017年
度党报党刊发行工作进行了安排
部署，他希望大家认真学习领会会
议精神，充分认识做好党报党刊发
行工作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做好
2017年度党报党刊发行工作的有
关要求，按照工作部署，认真加以
落实。李运平表示，做好党报党刊
发行工作，不断扩大其传播力、影
响力，充分发挥其引导舆论的主力
军、主阵地作用，对于巩固壮大主

流思想舆论，引导全市广大干部群
众努力建设“生态汝州、智慧汝州、
文明汝州、幸福汝州”，让汝州在河
南振兴、中原崛起、富民强省进程
中更加出彩，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他要求，党报党刊发行工
作，是一项艰苦而又细致的系统工
程，需要多方面的协调配合，市委
办要对贯彻省委办公厅《通知》精
神提出明确要求；宣传部门要发挥
组织协调作用，抓好发行任务的分
解落实，妥善解决工作中的具体问
题；组织部门要配合宣传部门确定
党报党刊的订阅计划，做好党员订
阅的组织动员和保证党费订阅党
报的经费落实工作；邮政部门要提
高报刊收订质量，做好统计汇总工
作。

□记者 李春 通讯员 桂焱炜

本报讯 昨天，记者从温泉镇
政府获悉，11月26日，在上海举办
的中国新旅游时代——2016品牌
推介暨旅游项目投融资大会上汝
州市温泉镇获得了“中国健康养生
休闲度假旅游最佳目的地、中国最
具投资潜力旅游胜地”两项殊荣。

据了解，中国新旅游时代——
2016品牌推介暨旅游项目投融资
大会是由国际休闲经济促进会、中
国休闲旅游文化研究中心及中国
旅游媒体联盟共同主办，旨在集中
展示中国新型旅游产业的发展方
向及新旅游时代对旅游项目的新
要求，进一步促进中国旅游业的快
速发展，加快优秀旅游地的知名度
和引资力度。国家旅游局原正局
级巡视员李克夫、中国旅游媒体联

盟秘书长何海涛、国家发改委中国
投资协会投资创业专委会原副秘
书长周薇及来自全国50余个市、
县的旅游界同仁、企业家、媒体共
200多人参加了会议。汝州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温泉农
村融合发展产业园党工委副书记
李充国带队参加了此次会议。

今年以来，温泉镇在市委市政
府的领导下，紧紧围绕“环境建设
年、项目建设年、作风建设年”三个
建设年活动方案，围绕汝州中国温
泉健康养生文化城、中原新兴旅游
名城、汝州市副中心城市、农业产
业融合示范区、城乡一体化建设示
范区、特色商业建设示范区等“三
城”“三区”定位，以“挑战不可能，
再建温泉城”的创业豪情，高起点
规划、高标准实施项目建设，全面
实现温泉全域60平方公里的全旅

游、全生态、全景区。
该镇根据国家新的产业政策

和温泉镇独特的资源优势，着力招
引了中铝集团、河南水投、西安乐
华等一大批实力雄厚、信誉优良的
大型企业集团。并结合温泉实际、
整合资源优势，先后筛选、包装了
46个符合温泉发展要求的重大、
重点项目。

目前温泉镇棚户区安置房项
目、温泉小镇沐心谷景区项目、如
意湖公园项目、迎宾大道绿化亮化
项目、宁洛高速温泉下站口到广成
湖拓宽提升等项目已正式启动，温
泉规划馆项目、温投众创大厦项
目、汝州温泉乐华城·国际欢乐度
假区项目、汉唐芙蓉苑（花仙子摄
影基地）等项目前期土地收储、流
转、规划设计等已基本完成,施工
企业已相继进场施工。

□记者 李春
通讯员 李许要

本报讯 11月 28日下
午，记者从汝州市创建国家
卫生城市指挥部办公室获
悉，汝州市创建国家卫生城
市工作顺利通过国家暗访
组的暗访，取得了创卫工作
最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据了解，今年年初，创
建国家卫生城市攻坚动员
大会召开以来，全市上下在
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
创卫指挥部的指导下，紧紧
围绕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
工作目标，以垃圾清理、旱
厕整治、废品收购站、畜牧
养殖场外迁为突破口，对建
成区内背街小巷、老旧居民
楼院及市容环境、市容秩序
进行了综合整治，市容环境
面貌得到了全面提升，获得
了全市广大干部群众的广
泛认可和好评。6月下旬，
汝州市顺利通过了省级暗
访和技术评估。

11月 28日,汝州市收
到省爱卫办转发全国爱卫

办11月20日《关于反馈河
南省汝州市创建国家卫生
城市暗访结果的函》,今年9
月底，全国爱卫办组织国家
卫生城市暗访组对我市创
卫工作进行了暗访。暗访
组认为，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创卫工作，形成了浓厚
的创卫氛围；全市加大了卫
生环境综合整治力度，环境
卫生干净整洁，大部分基础
设施建设符合卫生要求；城
市规划合理，基础设施完
善；农贸市场制度健全管理
规范；城市整体保洁良好，
垃圾管理规范；医院预检分
诊措施得到有效落实；病媒
生物防治效果明显等。创
建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达
到《国家卫生城市标准》的
要求，经全国爱卫办审核，
通过暗访。

国家暗访组也同时指
出了汝州市创卫存在的一
些不足，并提出了非常中肯
的意见和建议，对汝州市进
一步做好今后的创卫工作
和建立卫生城市长效机制
具有重大意义。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李要伟 文
图

本报讯 为贯彻党中
央、国务院、河南省委、河南
省政府、河南省安委会电视
电话会议精神，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关于安
全生产的重要工作指示、批
示精神及相关要求，11月
29日凌晨，市文广新局局长
张永振带领局办公室、监察
室相关人员深入到风穴寺、
博物馆、局机关、文化执法
大队和张公巷文管所等二
级机构突击检查指导值班
情况及安全生产工作。

张永振一行深入现场，
认真开展检查督查，不留死
角，严格查看各单位安全责
任落实、安全工作台账与安
全巡查记录，详细了解值班
安排和安全工作措施情况，
并填写安全检查记录表。
张永振说，各二级机构务必
牢牢树立红线意识和忧患

意识，切实加强领导，广泛
组织动员，严格责任落实，
全面抓好防范，确保安全形
势平稳可控，确保完成全年
各项安全生产目标任务。

据了解，今年以来汝州
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立
足单位实际，以科学发展观
为指导，坚守“红线”意识，
认真贯彻执行“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
针，全面落实省、市关于进
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
意见要求，进一步完善和落
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
抓共管”工作机制，牢固树
立“一切事故都是可防可
控”安全监管理念，着力解
决突出问题和重点问题，建
立健全安全生产目标责任
考核体系，把维护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放在高于一切的
位置，有效防范了各类安全
事故的发生。该局的安全
生产工作做到了标准细化，
责任到人，制度完善，落实
到位，取得了明显成效。

扶贫搬迁项目同日开工

徐庄村、夏店乡村民“新家”开建

“中国健康养生休闲度假旅游最佳目的地”“中国最具投资潜力旅游胜地”

温泉镇喜获两项“旅游界”殊荣

汝州召开强化舆论引导媒体接待
暨2017年度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会议

争创国家卫生城市
汝州迈出重要一步

汝州市文广新局
夜查安全生产情况

徐庄村扶贫搬迁项目开工仪式现场

文广新局突击检查指导值班情况及安全生产工作

另讯 11月 28日,夏店乡易
地扶贫搬迁小区建设项目开工仪
式在夏店乡新村隆重举行。夏店
乡党政领导、政府工作人员、部分
搬迁贫困户代表参加了开工仪式。

夏店乡是省定贫困乡，有6个
贫困村，其中有4个贫困村都地处
山区，恶劣的生产生活条件严重影
响了贫困群众脱贫致富进程。为
了切实改变山区群众的生活和生
产现状，加快夏店乡精准扶贫步
伐，夏店乡党委、政府决定在夏店

乡政府所在地新村实施易地搬迁
扶贫小区建设项目。

夏店乡易地搬迁扶贫小区是
市、乡重点“扶贫移民搬迁工程”，
项目选址紧邻乡政府、乡中、乡小、
卫生院和夏店镇区游园，占地面积
100亩，首期占地50亩，建筑面积
16000多平方米，建成后可安置搬
迁户170余户，600多人。优越的
区域位置，方便的交通条件，健全
的基础设施，将帮助搬迁对象从根
本上解决生计问题，尽快脱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