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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降
海新 通讯员 丁亚伟 文图

本报讯 6月8日，南关小学
一千余名师生举行“珍爱生命，
预防溺水”师生集体签名活动。

据介绍，南关小学为了将
防溺水工作落到实处，开展了
一系列防溺水的主题教育活
动。举行防溺水主题班会，印
发《预防溺水致家长的一封

信》，在校园电子屏上播放防溺
水温馨提示，在宣传栏发布防
溺水知识等，多措并举，不断提
高师生和家长的安全意识，筑
牢学生防溺水安全网。

“对学生开展防溺水安全
教育，不仅让孩子们做好防范，
而且使家长也提高警惕。马上
就要放假了，让孩子们平平安
安度过假期，就得提前预防。”
该校一名学生家长说。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南关小学举办签名活动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
员 焦玉昌

本报讯 6月9日，伊川县白
沙乡陈村村民赵二坤手执锦旗
来到焦村镇派出所，郑重地将锦
旗送到派出所长陈文鹏的手中，
表达自己的一片感激之情。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2012年7月，赵二坤家一辆价
值8000余元的三轮车在大门
前不翼而飞，这辆三轮车是赵
家谋生的工具，当时气得一家
人一天都没生火做饭。在今
年汝州市开展的“打黑恶反盗
诈破系列”活动中，焦村镇派
出所组织民警进村入户，摸底

排查，走访座谈，搜集可疑线
索，多方获取有价值信息。根
据举报，查到一销赃窝点。民
警们通过深入调查取证，最终
把目标锁定了何某。接着，派
出所民警经过周密部署，一举
将何某抓获。经过审讯，何某
销售的赃物三轮车正是伊川
县白沙乡陈二坤家的。至此，
这起销赃案水落石出。

据陈文鹏介绍，今年以
来，该所为群众办好事18件，
处理民事纠纷5起，消除上访
源1起，抓获网上逃犯5人，抓
获涉及“盗抢骗”嫌疑人3名，
为受害人追回三轮车3辆，挽
回经济损失1万余元。

三轮车失而复得
锦旗送到派出所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
国锋 通讯员 韩笑 高明哲

本报讯 6月12日，记者
从汝州市供电公司获悉，该公
司以“五到位”来确保迎峰度
夏期间正常供电，并已做好充
分准备。

据了解，该公司在以往迎
峰度夏保电的基础上又专门
落实了“五到位”的措施：思想
认识到位，克服麻痹思想，各
部门人员坚守岗位，实施领导
带班制度，全体干部职工保证

24小时通讯顺畅，严阵以待；
安全防范措施到位，各职能部
门加强线路设备的巡视，发现
隐患及时消除；备品备件落实
到位，做好物资整理和储备工
作，保证应急情况下抢修物资
的及时供应；后勤保障及时到
位，各职能部门密切注视天气
变化情况，畅通信息传递渠
道，完善人员、车辆、物资调派
等工作，为一线抢险提供有力
的后勤保障；抢险保电到位，
该公司成立了17支防汛抢险
突击队，24小时值班待命。

汝州市供电公司

落实“五到位”
确保迎峰度夏正常供电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
国锋 通讯员 张孟现 沈晓娜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汝州
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获
悉，近日，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督查组莅汝，对汝州市的
城市集中供热项目推进工作进
行专项督查。通过听取汇报、
查阅台账、查看现场，督查组对
该市供热管网铺设已完成22公
里的进度成绩给予了充分肯
定。

据了解，汝州市城市集中

供热项目是汝州市2016年“十
大民生工程”之一，总投资3.77
亿。一期采暖总面积584.04万
平方米，建设主管网长度65.33
公里；二期采暖总面积1554.48
万平方米。两期全部建成投用
后 ，每 年 可 节 约 标 煤 约
95325.88吨，能取代20多台分
散的小锅炉和大幅度减少烟尘
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以及
灰渣排放量，节能效益、环保效
益和社会效益明显。项目以平
顶山德平热电厂为热源，由汝
州市丰阳热能有限公司投资建

设，2016年 4月开建，2016年
11月，汝州市望嵩南路、南环
路、东环路沿线等主、支管网铺
设完成，局部开始供热。进入
2017年以来，项目建设不断提
速，截至目前，供热管网铺设已
完成22公里。

据汝州市住房和城乡规划
建设局相关负责人透露，预计到
今年年底，汝州市朝阳路、广成
路、烟风路、北环路以及科教园
区、产业集聚区等区域将实现供
热管网全覆盖，届时，汝州市将新
增供热面积100万平方米。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
伟恒 通讯员 张亚楠

本报讯“你们是给残疾人
看病的吗？能不能去我家看
看，家里的老人行动不方便来
不了。”6月9日上午，在汝州市
蟒川镇杨沟村党群综合服务中
心门前，汝州市残联和金庚康
复医院前来帮助残疾人鉴定、
办证工作人员为一个年轻人的
家人办理残疾证。

据了解，这名年轻人叫贾
晚春，是村里贫困户尚文香的
小儿子，跟随贾晚春的脚步，负
责鉴定的医生和工作人员见到
了卧病在床的尚文香。几个月

前，71岁的尚文香不慎摔倒引
起并发症瘫痪在床，一直是贾
晚春在家照顾老人。

“俺妈的眼睛不舒服，你们
来了就太好了，请帮忙看看到
底是啥毛病。”贾晚春边说边打
开屋子里的照明灯，不大的卧
室放满了老人的生活用品，医生
弯腰凑近尚文香床前，仔细检查
老人的视力情况，“左眼眼球已经
萎缩，右眼也有白内障，眼睛看不
清楚的情况有多久了？”医生翻看
着贾晚春递过来的病历单一项项
询问。“看不清人时间已经不短
了，俺妈没法出门，村里说能办残
疾人证，一直想鉴定也没去成，今
天早上听说你们要来，我就一直

等着呢。”
考虑到尚文香的身体状

况，眼部还有黄斑变性疾病，综
合各项检查指标鉴定为二级视
力残疾，登记完基本信息，立马
有残联的工作人员拿着信息表
赶回村部，早早有人等着把尚
文香的信息录入办证系统，保
证贾晚春今天就能领回母亲的
残疾人证。

时间将近中午，小小的村部
里还在忙碌着，前来鉴定听力、视
力、精神智力残疾等级的村民依
次等候检查，精准扶贫。

据悉，汝州市残联将在20个
乡镇巡回为建档立卡的贫困残疾
人免费鉴定、办理残疾人证。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
伟恒 通讯员 刘佳佳

本报讯 6月9日，新昌资产
管理公司董事、副总裁王中良一
行莅临汝州，就《河南汝州国际
文旅健康小镇项目投资协议》进
行协商、修订和完善。投资协议
商讨会在汝州市政府第二会议
室召开，市政府办、市政府法制
办、发展改革委、财政局、国土资
源局、住房城乡规划建设局和温
泉镇等单位相关负责人参加会
议。

在商讨会上，与会人员表
示会尽全力为河南汝州国际文

旅健康小镇项目建设提供最优
质的服务、最优良的环境，及时
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的矛盾和
问题。同时，结合实际情况，争
取给予该项目更多的政策、资
金等方面的支持，确保项目建
设顺利推进。

新昌资产管理公司董事、副
总裁王中良一行对温泉镇优越的
投资发展环境给予了高度的评
价，对在温泉镇投资充满信心，表
示一定会严格按照既定的时间节
点进场施工，全力以赴推进河南
汝州国际文旅健康小镇项目建设
工作，使项目早建成、早投用，实
现双方共赢发展。

又讯 6月9日，华胜天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系统集成事业
本部总经理梁思谦、浙江大唐国
际乌沙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副
总经理赵建军一行莅临温泉镇考
察，温泉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李华
州陪同并出席座谈会。

考察团实地察看了如意湖
公园、沐心小镇、新镇区路网。
考察团表示，温泉镇投资环境
优越，地热资源丰富，交通区位
优势明显，生态环境优美，发展
潜力巨大，是项目投资的理想
之地。希望双方加强沟通、紧
密对接、系统谋划，为后期的合
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
国锋 通讯员 常冰辉 文图

本报讯 绿化设施是城市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它不仅丰富城市景观，改善街
道生态，更对净化环境，抑制扬
尘，减弱噪声起到关键作用，因
此擅自破坏绿化设施的行为被
法律所禁止。6月8日上午，汝
州市城市管理局就处理了一起
擅自破坏绿化设施的案件。

“南环路大唐滟澜山西侧
道路上的绿化带被土盖住了，
好大一片，你们快过来看看。”
接到举报后，该市城市管理局
市容中队的执法人员就立刻放
下手中工作，赶到案发现场。
虽然已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

但现场一幕仍是让人瞠目结
舌。只见好端端的围墙被开了
一个口子，成堆的黄土漫进道
路一侧的绿化带，施工车辆熟
视无睹地把这个滑坡当做工地
出入口，进进出出好不热闹。

经现场测量，仅被破坏的绿

化面积就达27㎡，而且还不包括
被污损的道路。在违法事实面
前，工地负责人陶某认识到错误，
并主动提出3天之内将绿化带恢
复。而一张依据《河南省城市绿
化实施办法》开出的罚单，也在第
二日送到了陶某手中。

汝州市城市集中供热项目建设不断提速

供热管网铺设已完成22公里

新昌集团和大唐集团“瞄上”温泉

汝州市残联送服务下乡
集中办理残疾人证

破坏绿化？罚！

被破坏的绿化带现场

签名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