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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
汝州市河道及周边采砂
（石）专项整治工作会议精
神，钟楼街道迅速行动，就
依法整治河道及周边采砂
（石）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要求各居（村）对辖区内河
道及周边采砂（石）厂逐一
排查，限期清理到位并恢
复原貌，保障防洪安全和
生态安全。

近日，在排查过程中
发现汝河北岸闫庄段有一
砂石厂，据了解，该砂石厂
规模较大，占地10余亩，有
8台大型设备。为全面落
实市政府有关精神，保护
环境，消除安全隐患，钟楼
街道办事处及时向该砂石

厂下发通知，责令其限期
清理到位。

由于该砂石厂砂石量
堆积较多，给清运工作带
来极大困难，为确保按照
时间节点完成整治任务，
主管领导深入一线，周密
部署，首先对其电力设备
依法拆除，勒令其停止生
产，并带领办事处城管办
全体人员进驻砂石厂督促
整改。

经过3天时间，共出动
机械10余台次，该砂石厂
8台大型设备机具全部拆
除完毕，砂石、弃料等也全
部清运完毕，共计清理各
类砂石、弃料5000余立方
米。

本报讯“今天晚上，重点检查
老洛界路沿线。七里段白天有人
运送沙石，要防止夜间偷盖”。这
是9月11日晚，洗耳河街道办事处
主任李天玺对夜间带队值班巡查
的副书记杨栋杰所说的一段话。

去年以来，洗耳河街道在完成
各项工作的同时，承担着南关棚改
一期一批回迁、一期二批征迁以及
南关棚改二期征迁、三期刘庄片区
征迁、文庙环境综合整治等大项棚
改、征迁工作，每项工作的推进都
事关洗耳河街道整体工作全局。
按照全市城市规划的总体要求，洗
耳河街道立足辖区实际，积极开展
违建查处工作。从2016年 11月
开始至今，洗耳河街道工委开展对
各项征迁区域进行入户测绘，摸清
征迁区内建房基础情况，为后续工
作快速开展奠定基础。同时，加强
对城市规划区范围内所有住房进
行巡查，确保违规建设零增量目

标。
为有效遏制违规建房现象的

发生，洗耳河街道率先在城市规划
区内组织执法局执法中队、市保安
公司、辖区派出所、街道安监办、城
管办等部门成立违建巡查查处专
项机构，从2016年 11月 14日开
始，对辖区西大、西街、西西、刘庄
四个社区所有房屋及焦枝铁路以
西的范围实施24小时不间断违建
巡查，截至今年9月3日，294天从
未间断。特别是在节假日期间，工
委办事处主要领导亲自带队开展
巡查，有效控制了违法建房现象的
发生，消除了因抢建、偷建房屋等
带来的安全隐患，保障了广大群众
的切身利益。

在做好违建巡查的基础上，洗
耳河街道加大对发现的违章建筑
的打击力度。办事处组织的巡查
队伍坚持每天24小时对辖区进行
全方位巡查。一旦发现违建行为，

立即制止，并做好违建记录，责令
当事人限期拆除。如未进行整改，
则组织专门力量实施强制拆除。
各村建立以村民小组为单位的巡
查队伍，纳入巡查网格化管理，发
现违法占地、违法建设及时制止并
上报办事处。

在开展工作的同时，洗耳河街
道办事处加强各项法律法规的宣
传。今年2月8日，全市新的棚改
方案一出台，洗耳河街道即组织全
体干部职工及西街、西大、西西、刘
庄4个社区的村组干部等进行深
入学习，并深入居民家中积极开展
宣传工作，传达方案内容，解答相
关政策。通过宣传辖区居民充分
认识到了市委市政府查控违法建
设的信心和决心，争得了广大群众
的理解和支持。

由于措施得力，今年以来，洗
耳河街道辖区违建新增量实现了
零增长。

本报讯 日前，蟒川镇
持续加大散煤禁烧治理力
度，紧紧抓住散煤污染这
一冬季大气污染防治的

“牛鼻子”，提前着手，坚决
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
战。

对农业生产领域的散
烧工作进行治理，自8月
份起开展全镇摸排整治，
重点对农作物大棚、烟叶
炕制和畜牧养殖企业使用
散煤情况进行治理；对商
业服务行业的散烧工作进
行治理。对镇区的饭店、

油坊等30多家商户逐一
排查，要求所有商户必须
使用洁净型煤，否则没收
相关设施并进行处理；加
强源头治理，严厉打击辖
区内劣质散煤的生产和销
售，对于未取得营业执照
擅自设置堆场和煤球配送
网点的，坚决予以取缔，切
实推广普及洁净型煤；进
一步加大宣传动员力度，
积极做好群众工作，赢得
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让群
众做到自觉订购洁净型
煤。

团伙编造虚假信息大肆传播,骗取被害人购买劣质药品

汝州警方打掉一电信诈骗窝点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张社杰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汝州警
方获悉，经过缜密摸排，多警联动，
8月17日，汝州民警一举打掉一个
特大电信网络诈骗窝点，抓获团伙
成员29人。

2017年6月份，汝州民警日常
排查中，在丹阳路东路一小区内发
现有一疑似电信网络诈骗窝点。
通过秘密侦查，确定该窝点犯罪嫌
疑人伪造医院信息骗取受害人信
任，编造可短期治愈急慢性肠胃疾

病的虚假信息在网上大肆传播，后
利用微信聊天软件诱导、骗取被害
人购买其定制的无任何疗效的劣
质药品，从中谋取暴利，涉嫌虚假
信息诈骗犯罪。

汝州市公安局组织刑警、巡
警、网安技侦配合作战，获取关键
性证据，进一步确定了该窝点是一
公司化运作的电信网络诈骗窝点。

8月17日，100余名精干警力
快速行动，展开收网，一举摧毁该

电信网络诈骗窝点，当场抓获犯罪
嫌疑人29名，查扣作案电脑30台、
作案手机50余部，并提取到大量
证据。

经过三天三夜的连续奋战，该
团伙犯罪嫌疑人对实施的违法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初步查明该案涉
及全国多省，受害人达 13000余
名，涉案金额700余万元。目前案
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之中。

本报讯 9月11日下午，汝州
市严厉打击非法医疗美容专项行
动及全省查处违法违规应用人类
辅助生殖技术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会议召开。市政府党组成员赵三
壮参加了会议。

会议要求，各有关单位相互配
合，覆盖注射用透明质酸钠、胶原
蛋白、肉毒毒素等药品、医疗器械
生产经营使用，医疗美容培训，广
告推广全链条，以查处案件为抓
手，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露头就打，

绝不手软，严厉惩治违法犯罪活
动，查处一批大案要案，曝光一批
违法企业单位，惩处一批不法分
子，坚决有效遏制医疗美容市场乱
象。建立严重违法犯罪者“黑名
单”，并纳入社会信用体系，实施联
合惩戒。同时坚持破立结合、打建
并举，逐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
策措施，健全长效机制，加强管理，
促进医疗美容产业规范健康发展，
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严厉
打击无证行医，规范医疗美容服务

行为；严厉打击非法制售药品医疗
器械；严肃整治违规医疗美容培训；
严肃查处违法广告和互联网信息。

通过开展查处违法违规应用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行为专项行动，
进一步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工
作秩序，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
强化部门监管，促进依法执业，打
击非法采供精、非法采供卵、非法
性别鉴定以及“代孕”等违法违规
行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
益。

本报讯 9月12日，位
于烟风路与梦想大道交叉
口东北角 8000余平方米
的建筑，历时3天，全部拆
毁，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开
始紧张清运，准备种植法
桐，这是风穴路街道助力
汝州市创建国家园林城市
攻坚战的一个缩影。

据了解，风穴路街道
为深入贯彻落实汝州市创
建国家园林城市攻坚大会
会议精神，助力汝州顺利
夺取创建国家园林城市

“国字号”招牌，成立了党
政领导挂帅的创园攻坚领
导小组，按照目标任务台
账，细化分工，每条精品线
路两侧含小街小巷都明确
一名副科级领导分包负
责，抽调专人负责游园内

及周边环境卫生的治理工
作，道路两侧及游园内杂
草限时督促清理，卡好时
间节点，确保高标准、高规
格提前完成街道创园攻坚
工作任务。截至目前，13
个公园游园，已更换草坪
320平方米，种植南天竹、
麦冬等共 260平方米，补
植香樟树、高杆红叶石楠
等树种 210余棵，绿化提
升、养护仍在进行中。

“下一步，将争取更多
的街头空地，变废为宝建
设特色游园和公园绿地，
着力打造15分钟生态休闲
圈，建设生态惠民的宜居
东城。”风穴路街道党工委
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冯军
亚表示。

一处新增违建也不能有
洗耳河街道加强巡查确保辖区违建零增量
□记者 李春 文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员 丁亚伟 摄影

坚决有效遏制医疗美容市场乱象
汝州市开展严厉打击非法医疗美容专项行动
□记者 李春

蟒川镇:

加大散煤禁烧治理力度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马鹏亮

钟楼街道：

依法拆除砂石厂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路珊珊

风穴路街道:

拆除违建8000余平方米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员 梁朋涛

违法建筑正在被拆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