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春

本报讯 汝州城区有个面积
不大却独具特色的游园，就是汝
州人口文化园。人口文化园是
个集健身、观赏、娱乐、休闲等多
种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公园，人
口文化园以创园林城市、建精品
游园为契机，拟将其建成集人
文、科普及游览、健身为一体的
综合性游园，整个游园的特点是
物种丰富，造型生动，以常青树
种为基调，经过捆扎、修剪、造型
的园艺作品，丰富了游园景观，
给游人带来一种返璞归真、亲近
自然的感觉。目前，公园人流量
日均两千人左右，特别是在早、
晚和节假日，人流量倍增。

汝州市人口文化园始建于
2007年，由市计生委筹建而得
名。其所在区域为风穴办事处，
位于汝州市区核心地段，东临
207国道、西临安国路、南临丹
阳路、北临园北路，主要职能是
居民休闲散步、健身、娱乐等。
该园绿地面积63.5亩，园林规划
建设达到四季常青、月月有花的

景观效果，现有乔灌木1万多株
共70多个品种。人口文化园按
功能划分，有球类运动区、健身
器材区、户外运动区、儿童游乐
区、健身广场及行政管理区。

2013年至2014年，汝州市
人口文化园先后在两个游园内
修建环保工艺围栏377米、安装
太阳能路灯10盏、景观照明灯2
盏、庭院灯16盏、太阳能草坪灯
10盏；更换环保型垃圾箱50个、
塑木休闲座椅30个，安装了20
吨无塔供水器一台，自动喷灌头
25个；修建灯光篮球场1个、铺
设塑胶羽毛球场3个，并刷新、
维修了休闲长廊、休闲亭、大门、
圆形罗马柱等设施，有效提高了
游园整体形像。

2015年，人口文化园进行
升级改造后，完成了3个大门改
造、办公楼进行修缮、凉亭、围墙
刷新，并新增花钵20个。同时，
在园内建设悬浮塑胶多功能灯
光篮球场2个、标准乒乓球场地
及球台10个、安装健身器材85
套、安装棋牌桌10个、铺设健身
园方砖地坪600平方米。

2016年，汝州市人口文化
园将完成游园的浇灌系统，税务
游园围栏建设，广场、小路维修，
健康主题公园、健康步道、无障
碍通道建设，垃圾箱、草坪护栏、
路灯更换维修，樱花园、梅花园、
牡丹园改造，税务游园西门避雨
廊、休闲亭维修刷新工作，同时
该园还按照海绵城市建设的滞
留、储、净、用、排的总体要求，充
分利用游园林地多的特点，对园
内的雨水排放进行合理改造，使
雨水先归集进入林地，滞留吸储
后再缓排走。

人口文化园本着可持续地
利用自然资源和以人为本的宗
旨，在植物造园基础上，兼顾公
园的游览功能，满足居民日益增
长的休闲娱乐需求，努力打造一
处科普启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生态环保型游园。人口文化
园必将变得更美丽，附近居民的
休闲活动也将变得更丰富多彩，
市民王先生高兴地对记者说：

“这个游园离家很近，建设很到
位，感谢市委市政府的支持，让
我们有了这么好的休闲去处。”

本报讯“党群综合服务中
心建成了,我们办事方便多了;
健身器材也装上了,给我们提供
了一个锻炼的好地方。”汝州市
夏店乡河口村一位村民高兴地
对记者说。

2015年12月,按照汝州市
委统一部署,市地矿局承担起夏
店乡河口村精准扶贫工作任
务。成立了扶贫工作领导小组,
明确党组副书记、副局长为驻村
工作队队长并抽调三名同志为
驻村工作队队员,常驻河口村开
展扶贫工作。

河口村下辖5个自然村6个
村民组,总人口1100余人。为
摸清该村贫困户底数,驻村工作
队联合河口村两委会,严格按照
贫困户精准识别程序,开展精准
识别,采用“一进二看三算四比
五议六定”识别法,挨家挨户进
行调查摸底,切实掌握每户贫困
户家庭基本情况、致贫原因、需
帮扶意愿等。经过“四议两公
开”,最终确定河口村贫困户为
104户 493人(其中因病47户、
缺资金14户、缺技术16户、缺劳
力14户、因上学、残疾、缺土地

和受灾 13户)。从全局优选出
104名干部职工为包户责任人,
建立一对一帮扶对子,每月到扶
贫对象家中及时对接,实时掌握
贫困户思想动态。

驻村工作队进驻河口后,到
贫困户家中走访,了解村民意
愿,组织召开村组干部和村民代
表会,联系河口村情,制定了《河
口村脱贫帮扶计划》,力争到
2016年底脱贫绝大多数,2017
年底实现全部脱贫。对建档立
卡的104户贫困户,分别由帮扶
责任人,根据分包贫困户实际情
况制定了每户的脱贫帮扶计划,
做到有目标、有计划、有措施。

按照脱贫计划,从加强基层
设施入手,组织村干部群众代表
到其他乡镇学习创建星级文明
村的先进做法,筹资15万元支
持河口基础设施建设,河口村安
全饮水、广播电视户户通、宽带
已入村;党群综合服务中心建成
并投入使用,购置配备了会议桌
椅等办公用具;协调市体育局安
装了健身器材;标准化卫生室和
文化广场近期即可完工;发动群
众开展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

改善了河口村环境面貌。立足
产业扶贫,根据当地气候、土壤
条件,选定符合村情实际的连翘
种植项目,组织人员赴卢氏、栾
川等地学习考察,采取“合作社+
农户”的生产模式,发展河口村
连翘种植产业,计划分三期种植
800余亩,形成规模化、集体化
的连翘成片种植区,第一期近
200亩正在进行种植。整理出
40余亩土地,支持汉能集团发展
光伏发电项目。建设粗粮加工
厂,发展绿色种植,吸收贫困户
改善种植结构,种植谷物、绿豆
等进行原始加工,计划年底前建
设,提高贫困户经济收入,实现
通过发展生产脱贫一批的目标。

该局还加强教育帮扶,制定
河口村教育帮扶计划,会同村两
委会摸清贫困户在校学生情况,
建立帮扶档案。开展“捐资助学
献爱心”活动,筹资7000元为河
口村小学捐助学习用品;对今年
两名考入高中,三名考上三本学
生发放4000元助学金。通过一
系列有效措施,切实解决谁来
扶,扶什么,怎么扶的问题,确保
最终实现全部脱贫目标。

本报讯 11月27日，记者
从温泉镇获悉，该镇扎实做好
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确保
全镇消防安全形势稳定。

据悉，该镇为有效遏制火
灾事故发生，确保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按照“预防为主、防消
结合”的方针，周密部署，通过
多项举措加强组织领导，成立
冬春火灾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按园区管理划分五个冬春火灾
防控工作片，各村成立志愿消
防队，切实负责本辖区的火灾
防控工作。该镇以园区为单
位，实行领导干部责任制，成立

“六级消防火灾安全责任管理”
网络，层层分解任务，逐级签订

责任状，确保工作任务落到实
处。该镇利用广播喇叭、宣传
车、学校“小手拉大手”等形式，
宣传火灾防范知识，提高群众
的消防安全意识；组织单位职
工和各村消防安全协管员，开
展消防知识培训和应急疏散演
练，为预防和救援火灾事故的
应急能力打下良好基础。

该镇防火工作领导小组采
取不定期检查的方式，全面排
查镇区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温
泉镇养老院、医疗卫生机构、各
类学校和幼儿园、粮食储存场
所等重点区域，对检查发现的
火灾隐患，督促整改到位并登
记备案。

本报讯 自11月25日起，
汝州市卫计委在全市范围内开
展为期一个多月的打击非法行
医“亮剑-秋风”行动暨“两非”
整治专项行动。

为进一步整顿医疗秩序，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
着力解决非法行医存在的突出
问题，汝州市卫计委在全市进
一步开展整顿医疗秩序打击非
法行医专项行动。

此次行动将以开展集中整
治活动为契机，巩固近年来开
展打击非法行医行动工作成
果，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
在整治活动中，将重点严厉打
击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非法
诊所”、“游医”等违法犯罪行
为，落实非法行医案件移送程
序，促进行刑衔接，净化医疗服
务市场；进一步整顿规范医疗
秩序，加大医疗服务监督执法
力度，规范医疗机构和医务人
员执业行为；持续开展整治“两

非”专项行动，进一步健全部门
配合、群众参与、标本兼治的综
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工
作机制，确保完成“十三五”时
期出生人口性别比目标任务。

在11月 25、26日的行动
中，市卫计委根据事先踩点，出
动执法人员70多人，对汝州市
区9家非法诊所进行检查，收
缴非法诊所行医用的药品5箱
（代）、牙科器械3盒（套）、血压
器听诊器2套，B超机2台，拆
除牌匾13个。对非法行医诊
所依法责令停止一切执业活
动，并将予以取缔。

市卫计委副主任崔进国表
示，在严打同时要认真分析专
项行动中发现的问题，坚持打
建并举、标本兼治，继续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从医疗机构
设置规划、审批管理、资源配
置、医保制度等方面入手，提高
医疗服务能力，从根本上规范
医疗秩序，解决非法行医问题。

温泉镇认真做好
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伟恒 通讯员 梁亚波

瞧，居民身边的游园有多美

汝州市地矿局驻村工作队：

制定脱贫计划 精准帮扶脱贫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杨一 李伟恒 通讯员 苏文超 梁亚鹏

汝州市打击非法行医“亮剑”动真格

9家非法诊所被责令停业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员 李晓丽 杨耀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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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咱汝州的变化真
大啊，我住的老家属院，以前脏
乱差，通过创卫，变得干干净
净，门口破损的街道也都重新
硬化了，乱七八糟的商业街也

‘脱胎换骨’了……现在丹阳西
路的道牙和人行道的彩砖也都
更换了，城市越来越美了，‘创
卫’真是‘创’到了大伙儿心坎
上了。”11月29日上午在丹阳
西路，市民李先生兴奋地对记
者说。

自2015年“创卫”工作开
展以来，汝州市政府办公室、汝
州市行政综合执法局作为丹阳
路分包单位，对丹阳路的环境
综合整治高度重视，派专人负
责，抽调骨干力量成立治理办
公室，先后投入500余万元对丹
阳路基础设施进行提升改
造。 通过一年多的努力，已完
成了丹阳路洗耳河桥及人行道
的设计和改造、丹阳路洗耳河

桥至城垣路人行道的彩砖和树
池更换了，还加装了人行道两
侧的护栏，丹阳路沿线的垃圾
中转站和公厕的改造升级、丹
阳路沿线的人力垃圾车更换为
三轮机械和电动车辆、施划机
动车和非机动车停车位、丹阳
东路二五跃进渠改造、西北的
旧货市场围墙施工亮化及部分
门头牌匾的更换、丹阳路沿线
的下水道窨井盖增补和部分更
换。

目前丹阳路精品提升工程
正在进行中。丹阳路洗耳河桥
至双拥路沿线的人行道彩砖和
道牙正在更换，丹阳路沿线立
面裸露及破损严重墙面正在刷
新，全线立面整体亮化正在设
计阶段，门头广告正在整改中。

目前，已完成了绿化带道
牙的改造。届时，丹阳路将以
全新的面貌呈现在广大市民面
前。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路帅科

“创卫”创到百姓心坎上

绿化工作人员在辛勤浇灌 通讯员 钟继刚 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