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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
员 刘宏远 王银萍 文图

本报讯 又到了一年一度
的士官退伍之际，如何让多年
在部队建功立业的士官们在社
会经济建设的大潮中做懂法、
知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呢？11
月28日，汝州市双拥办、汝州
市司法局组织汝州市法律援助
中心、河南谢景红律师事务所、

汝州市神鹰律师事务所知名律
师驻汝某部军营，开展“司法进
军营”法律知识培训活动，为即
将返乡的士官们解答生活中遇
到的困惑，传授法律知识。

在普法学法现场，士官们就
自身遇到的婚姻家庭、购买房屋
合同的签订、宅基地纠纷等问题
与律师们互动。律师们结合典
型案例深入浅出以案说法，把与
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的《民法通

则》、《婚姻法》、《继承法》等接地
气的法律条文，为士官们进行了
详细讲解，激发了士官们的学法
热情，受到了官兵们的称赞。即
将退伍的辽宁籍士官刘振强说：

“现在是法治社会，我在部队战
斗生活了5年，即将退伍返乡走
上社会开展法律培训非常必要，
退伍返乡后我要自觉做学法、知
法、懂法、守法的模范，为实现中
国梦做出新的贡献。”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
伟恒 通讯员 陈跃强

本报讯 11月27日，记者
从汝州市运管局获悉，为深化
河南省机动车驾驶人培训考试
制度改革，进一步推进汝州市
驾驶员培训信息化配套体系建
设工作，汝州市运管局根据公安
部、交通运输部《关于推进机动
车驾驶人培训考试制度改革的
意见》（简称《意见》），召开了驾
培行业计时培训改革工作座谈
会。将机动车驾驶培训先学后
付、计时收费模式服务合同等文

件传达落实到每个驾校，针对驾
校负责人提出的问题进行逐项
回答落实，并联系省内计时培训
相关企业协调沟通。

据悉，此次驾校“计时培
训、按学时收费和先培训后付
费”的服务模式改革，是运用科
技加制度，对学员培训学时、培
训里程等数据实行全过程采集、
记录、监控。该模式采用学员身
份确认、培训过程视音频监控、
卫星定位训练轨迹跟踪、训练情
况实时记录和效果评判等手段，
实现了交通运管部门对培训过
程实时联网监控，对培训记录可

追溯核查，使培训真实性和培训
效果得以充分保证。最后由驾
培企业确定由安运公司负责对
全市所有驾校进行计时培训系
统安装工作，目前大部分已安
装，其余几家正在安装中。

汝州市运管局下一步将督
促驾校将平台基本信息进行完
善，调试合格后将推进驾校向社
会公示先培后付、计时收费服务
模式，并制定相应的具体流程办
法和服务措施，预约时段单人单
车模式。该局将明确专人负责，
采取强力措施，确保汝州市驾培
改革工作按期完成。

●随着气温不断走低，汝州市电网负荷也迅速增长，11月28
日，负荷达23.4万千瓦，同比增长48.55%。汝州市供电公司多重
保障为电网设备穿上坚强“防护衣”，让全市广大居民温暖过冬
季。对电网薄弱环节处理情况及缺陷处理情况进行月度通报，
确保每项指标任务按时完成，全力确保电网的安全可靠运行。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高明哲 杨盼盼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杨
一 通讯员 郑娟

本报讯 近日,汝州市北汝
河五六期治理工程施工大堤上
砼车来往不断,一片热火朝天
的景象。施工方河南省水利第
一工程局杜冰辉经理告诉记
者，为抢抓施工工期,混凝土护
坡参与施工人员已达 120 余
人，投入机械车辆日均50余台
次，每天坚持施工 12小时以
上，截至目前,五六期南岸混凝
土护坡施工已基本完成。

据了解,2009 年以来,汝

州市委、市政府将北汝河汝州
段综合治理工程作为重点民生
工程实施，以建设“河畅、水清、
堤固、岸绿、景美、宜居”的生态
景观型河道为目标，将河道功
能从传统水利工程转向资源水
利、生态水利、景观水利,工程
先后被列入河南省8511投资
促进计划，全国中小河流治理
计划。至2016年共治理了六
期18.5km,累计投资3.4081亿
元。

目前一至四期城区段治理
工程已发挥河水生态调节与改
善城市环境功能，记者在五六

期治理河段看到，之前因采砂
形成的石堆、坑塘已经全部平
整,南北整齐的大堤像两条有
力的臂膀不仅为两岸防汛安全
筑起了坚实屏障,还将为两岸
工农业发展、居民用水提供充
沛的水资源。

据介绍,汝州市北汝河治
理工程，既大大减轻了洪水对
汝河两岸的威胁，吸引城镇建
设和工业布局向北汝河沿线转
移,还为全市广大人民群众提
供优美的休闲、娱乐和健身场
所,提高了该市城市功能和品
位。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
国锋 通讯员 吕亚鹏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汝州
农商银行获悉，2015年以来，
汝州农商银行秉承“科技创造
价值”理念，研发推出“柜面业
务资料存储系统”、“物品管理
系统”和“客户积分管理系统”
等一系列展现金融信息科技
创新的成果，有力地促进了该
行信息科技创新与管理。并
成立“创客沙龙会”，营造了良
好的科技成果交流与共享氛
围，促进了业务和科技的深度
融合。

据了解，该行积极发挥信
息科技创新“引擎”作用，通过
前期需求调研、中期方案设
计、后期研发运行，逐步形成
了一整套支持业务发展的技
术基础架构和科学的技术管
理机制。去年研发的“柜面业
务资料存储系统”得到市办高
度肯定，并全辖区推广应用，
该系统能够实现资产负债表、
通存通兑资金清算表、ATM
昨日流水表、日报、当日传票
清单、贷款结算账户余额不足
清单、贷款每日扣款清单等八
种工前打印资料和柜员平账、
柜员流水、机构流水、重要空
白凭证使用登记簿等四种日
终打印资料保存为电子数据，
实现实时数据保存、查询和打
印等功能。同时又根据财务
会计部门的需要调整了软件
设计，做到全面监控及对辖内
未及时存档的网点实时预警

的功能。
今年先后研发的“物品管

理系统”和“客户积分管理系
统”采用B/S结构结合C/S结
构和模块化功能，以关系型数
据库作为数据存储机制。

尤其是“客户积分管理系
统”，高度的参数化设计，具备
实际应用中的灵活性。例如
系统中的积分规则，完全由参
数化定制，因此有新的积分规
则需求不需要修改程序，只要
通过参数的设定，就可以快
速、准确制定适应需求变化的
积分规则。各功能模块相对
独立，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
适应各种类型的业务，通过参
数配置创建数据处理任务，对
信息的挖掘不局限于客户积
分应用。并且能够保证数据
安全，系统对批量数据的任何
操作都产生日志，日志文件不
可修改或删除，一般用户的浏
览界面严格限制，敏感数据以
加密形式进行备份。

据该行相关负责人介绍，
汝州农商银行注重强化信息
科技顶层设计，围绕实施“信息
科技创新推动业务发展”战略，
不断提高科技创新与信息应用
水平，为提升客户服务能力、产
品创新能力和精细化管理水平
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撑和保障，
走出了一条“开发与运维并重、
创新与风控并重、技术与管理
并重”的可持续的信息科技发
展之路，有力地支撑和推进了
业务发展。

●11月28日上午，一场简朴而隆重的爱心捐赠仪式在临汝
镇北王庄小学举行。河南金宇农化有限公司负责人为家乡的师
生们送去了专门订制的崭新校服和教师服装。临汝镇政府、镇
中心校及北王庄村干部等相关人员参加了捐赠仪式。据了解，
此次捐赠活动共为该校学生赠送校服181套，教师服装9套，价
值26680元。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闫龙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
员 李晓丽 黄俊丽

本报讯 上周的大雪天气
让冬季的感觉更明显了。本周
虽有小雨天气过程，但气温变
化不大，适宜人们户外活动。

据汝州气象部门预测，本
周内没有强冷空气活动，周二
和周六分别有一次弱降水天
气过程，周极端最低气温1℃

左右。具体预报如下：
30日(周三)多云转晴天，

西北风4级左右，温15～1℃。
12月1日(周四)晴天间多

云，气温13～1℃。
2日(周五)晴天到多云，气

温12～3℃。
3日(周六)多云到阴天部

分地区有小雨，气温11～3℃。
4日(周日)多云转晴天，气

温13～2℃。

汝州农商银行
促进业务与科技深度融合

北汝河治理建设再掀高潮

周六迎来小雨

学车“先培后付”的时代来了

“司法进军营”培训活动展开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
伟恒 通讯员 张耀辉

本报讯 11月27日，记者
从汝州市民政局获悉，该市自
主就业退役士兵可免费参加培

训。
据悉，为普及退伍士兵电

子商务知识，提升退伍士兵电
商从业、创业技能，让退伍士兵
更快地融入到汝州市的电子商
务发展环境中，汝州市民政局

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采取有效
措施，联系市电子商务培训中
心，计划在12月底，免费为自
主就业退役士兵举办电子商务
培训。凡属汝州市自主就业退
役士兵，即日起可报名参加。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可免费参加培训

全面推进驾培机构计时培训改革

相关新闻

天气预报

简讯快读

法律知识培训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