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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员 陈闪闪 文图

本报讯 2月 18日上午，煤
山街道隆重召开2016年总结表
彰暨2017年工作部署会议，大张
旗鼓地表彰担当者、有为者、创

新者、实干者，认真分析新形势、
新任务和新要求，科学谋划思路
举措，为做好2017年工作进行再
部署、再动员、再鼓劲。

2016 年，煤山街道面临诸
多困难，但全体干部职工和广大
群众团结一心，不懈努力，干部

的精气神、群众的心气劲、发展
的动力源呈现出了最佳状态。
在抓活动转作风、抓机遇促创
新、上项目调结构、抓创建强治
理、抓生态改环境、建机制促和
谐、强保障惠民生、抓双基强保
证等八个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可
喜可贺的成绩。

谈及2017年的工作打算，
煤山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王
江发表示，将锁定发展目标，凝
聚共识，汇聚力量，突出抓好作
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人居环
境晋星升级活动和示范线路建
设、绿色村庄建设、基层干部队
伍建设、基层组织建设等重点
工作，坚持真抓实做、埋头苦
干、加压奋进，实现措施有创
新、工作有亮点、整体有提升，
奋力开创煤山街道跨越发展的
新局面。

会议对荣获2016年度市级
生态村荣誉的司东村等6个社区
（村）及基层组织建设、服务项目
建设等9项工作的24个先进单
位和93名先进个人、16名道德
模范进行了表彰和奖励。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降
海新 通讯员 宋盼盼

本报讯 2月 17日，汝州
市工商局召开打击传销专项
执法行动动员会，传达贯彻全
省工商局打击传销专项执法
行动电视电话会议的精神，制
定《打击传销专项执法行动工
作方案》，并安排部署全市打
击传销专项执法行动。

据了解，此次专项整治行
动重点，对打着传播健康幌
子，实为通过拉人头、发展下
线骗取钱财的传销行为，坚决
从严打击。同时，重点排查为

传销行为提供经营场所、培训
场所、货源、保管、仓储等便利
条件的行为；并协助公安机关
查处以介绍工作、从事经营活
动等名义欺骗他人离开居所
地非法聚集并限制人身自由
的行为。重点对市区建城区
进行全面排查，尤其是城乡接
合部、出租房屋集中区域、宾
馆、饭店等传销活动易发、多
发场所。该局还公布举报电
话12315、6027931，进一步畅
通举报途径。

目前，汝州市工商局已在
传销易发区域排查相关经营
门店100余家。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
国锋 通讯员 高明哲 杨盼盼

本报讯 2月17日，汝州
市供电公司召开一届一次职
工（会员）代表大会暨2017年
工作会议。总结回顾2016年
工作，分析当前形势，部署
2017年重点任务，开创汝州市
供电公司和电网发展新局面。

会议回顾了汝州公司
2016 年的主要工作。2016
年，该公司在市委、市政府的
正确领导下，全面落实各项工
作部署，积极应对各种复杂局
面和严峻挑战，以“电网建设”
和“扭亏为盈”为抓手，深化协
同攻坚，强化管理提升，各项

工作取得新进展，实现了“十
三五”良好开局。会议分析了
当前面临的工作形势，明确了
2017年的工作思路，重点做好
以下七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持
续保持安全生产稳定局面；二
是持续推动电网又好又快发
展；三是持续提升经营管理水
平；四是持续深化依法治企和
规范管控；五是持续提升供电
优质服务水平；六是全面加强
党的建设；七是加强队伍建设
和企业文化建设。为汝州全
面建成生态、智慧、健康、文明
幸福区域性中心城市提供坚
强的电力支撑，全力推动汝州
市供电公司和电网发展实现
新跨越。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
国锋 通讯员 吴丹丹 李瑶佳

本报讯 近日，记者在丹阳
中路看到，党校附近二十余家
店面的门头正在被有序拆除，
这些颜色各异、大小不一的破
旧门头被拆除之后，丹阳路瞬
间展露出素淡雅致的一面。

正在现场指挥拆除行动
的工作人员张自鹏向记者介
绍，此次拆除行动由该市行政
执法局联合机关事务管理局
共同组织开展，在摸底排查的

基础上，充分做好与各店主的
沟通工作，获得了广大群众的
一致认可，下一步将对这些门
头进行集中更新，确保该市

“百城提质”工程的顺利实施。
据悉，汝州市作为河南省

第一批实施百城建设提质工
程的市县，将按照“多规合一”
的原则，结合新区开发、旧城
改造、城中村和棚户区改造、
生态修复及其他新型城镇化
建设的要求，加强“城市双
修”，为广大市民提供方便和
保障。

□记者 李春
通讯员 翟文 李晓芳

本报讯 一年内，圆满完成
吴洼、城北、张鲁庄、党屯、塔寺等
6个城中村改造拆迁项目；固定资
产投资完成238000万元，规模以
上工业总产值完成16600万元，
招商引资完成90900万元，辖区
内60余个重大重点项目顺利有
序推进；全年累计完成生态廊道
绿化199亩，累计栽植3万棵树
木，造林620余亩，相继建成了喜
欣园、楸香园、金桂园、翰林游园；
累计投入创卫资金1537万元，外
迁养殖场69户，配备垃圾桶1680
个，拆除旱厕1000余个，连续六
次取得全市评比第一……

2月9日上午，忙活了一年的
风穴人齐聚一堂，共话喜人成
绩，共谋街道发展。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副主任、风穴路街道党工

委书记魏俊涛在会议上给全体
干部职工道一声感谢，感谢他们
一年来为工作舍小家为大家，精
诚团结无私奉献；感谢他们埋头
苦干、克难攻坚，用行动践行“风
穴精神”；感谢他们为了风穴的

“拼搏年、出彩年”用辛勤和汗水
换来的骄人成绩！

会议上，风穴路街道党工
委、办事处大张旗鼓地对城北社
区等21个先进集体、李建成等
118名先进个人予以表彰。街道
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范红
超说，2017年风穴人要全力做好
服务，助推城乡一体化示范园区
建设；全面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提升街道综合实力；建设生态宜
居美丽家园，加快城乡一体化进
程；深入开展创建工作，不断提
升城区品位；大力推进社会事业
建设，提升人民生活幸福指数；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社会

和谐稳定；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着力构建服务型政府。新的一
年，风穴路街道将发挥区域优
势，借力“东城建设”，以斗志昂
扬的精神状态，以求真务实的作
风，以一鼓作气的干劲，全力投
入到工作中去，为风穴的“奋进
年、形象年”共谋新篇。

2016年，风穴路街道先后荣
获省级文明单位、省级卫生先进
单位，汝州市六项底线工作先进
街道、三大主体工作红旗街道、
三大建设年综合先进街道等市
（县）级以上荣誉98项。

风正时济，自当乘风破浪；
任重道远，仍需策马扬鞭。告别
收获的2016，风穴人将以斗志昂
扬的精神状态，求真务实的作
风，一鼓作气的干劲，全力投入
工作，发挥区域优势，借力“东城
建设”，努力实现风穴路街道经
济社会发展新跨越。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
伟恒 通讯员 韩少伟 李帅杰

本报讯 2月18日下午，陵
头镇李窑村村委会的门前 热闹
非凡。在汝州市林业局扶贫驻
村工作队和汝州市平安牧业有
限公司的精心组织下，该村的精
准扶贫建档立卡贫困户正高兴
地领取自家的“扶贫羊”。

据悉，汝州市林业局高度
重视精准扶贫工作，自去年以
来，该局领导和驻村干部积极
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上下功
夫。在走访贫困户、逐户征求

意见、深入了解贫困户的实际
困难基础上，对症下药，扶贫
方式由“授之以鱼”转变成“授
之以渔”。

该局不仅抓住去冬今春
有利的造林时节，帮助贫困户
营造核桃、石榴、油用牡丹等
经济林 450 余亩，发展种植
业。今年又利用到户增收资
金为贫困户送去57只扶贫羊，
发展养殖业。同时还邀请畜
牧专业技术人员对贫困户进
行养殖技术培训，提高帮扶贫
困户的科学养殖水平，让他们
早日实现脱贫。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
锋 通讯员 魏向涛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汝州市
创建国家园林城市指挥部获悉，
为督促各责任部门、单位全力以
赴推进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各项
工作，加快完成创建国家园林城
市的工作任务和指标，结合创建
工作实际，汝州市制定了《汝州
市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工作督察
方案》，加强创建国家园林城市
督察工作。

督察内容为各责任单位签
订的军令状任务，兼之创建国家
园林城市指挥部下发的各项任
务。坚持定期、定量考核相结
合，阶段性、单项业务考评相结
合，奖励和惩处相结合的原则，
严格实施奖惩考核，确保国家园
林城市创建工作取得圆满成功。

督察方式实行不间断督导
检查制，对完成任务进度缓慢的
责任部门、单位进行重点抽检，
及时掌握工作落实情况。每10
天进行一次全市通报，总结经
验，纠正不足，对推进不力的责
任人实施问责。

强化责任追究，对照各责任
单位任务时间节点，从上跟踪，
从下落实，逐项督察，对工作推
进不力、落实不到位的责任部
门、单位要及时下达督办通知，
实行挂牌督办，限期整改。对整
改不力的责任部门、单位进行通
报批评，情节严重的要进行约
谈、诫勉谈话和责任追究。10天
进行一次全市督察内容通报，每
月月底将根据本月督察情况，依
据《汝州市2017年度创建国家园
林城市工作考核奖惩办法》进行
奖惩兑现。

通过对涉及创建国家园林
城市任务的各责任单位，加大督
察力度，进一步加强创建国家园
林城市指挥部的统筹协调作用，
及时协调解决相关部门和单位
工作推进中出现的问题，争取在
2017年3月15日前完成各项创
园资料收集整理，城市建成区新
建绿地和现有绿地提升改造工
程必须在2017年3月底前完成，
重大绿化建设项目必须在2017
年4月底前完成。确保按时间要
求保质保量完成创建国家园林
城市的各项工作任务和指标。

据了解，此前创建国家园林
城市督导工作会议2月15日在
汝州市政府召开，会上对创建国
家园林城市督导工作做出部署，
成立了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督察
组，督察组下设七个小组负责各
方面具体督导工作。

汝州加强创建园林城市督察工作
确保按时间要求保质保量完成各项工作

风穴路街道推进“奋进年、形象年”建设

煤山街道开创跨越发展新局面

供电公司召开工作会议

工商局部署“打传”执法行动

行政执法局开展“提质”工作

煤山街道办事处为2016年先进单位代表颁奖

林业局工作队送群众“扶贫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