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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市城市管理局
召开上半年总结表彰会

煤山街道一小区
举行业委会选举大会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
国锋 通讯员 高明哲 王志豪

本报讯 9月 8日，汝州
市科教园区申请的双电源送
电成功，为汝州一高、汝州卫
校等学校提供了可靠的电力
保障。此次科教园区从递交
用电申请到装表接电，实现双
电源供电仅用了 21 个工作
日，比《供电营业规则》规定的
30个工作日缩短了近三分之
一的时间，这是该公司推进

“放管服”改革工作服务重大
项目的一个缩影。

根据汝州市政府深化简
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
革的工作部署和要求，汝州市
供电公司紧密结合工作实际，
深入推进供电行业民生服务
领域“放管服”改革工作，加快

提升供电服务水平。此次改
革任务包括推扩“极简极速”、
深化“互联网+营销服务”，全
面提升业扩报装办理效率；宣
传和贯彻电价政策和变化情
况、及时提醒用户根据生产经
营情况办理增、减容手续，更
换高能耗设备，帮助企业降低
生产成本；规范停电服务措
施、严格执行信息公示、开辟
绿色抢修通道，进一步提高抢
修实效将电网规划融入城市
总体规划，优化完善配电网结
构，提高线路互联率和转带互
供能力。力争实现用电报装
时间在现行规定基础上压缩
三分之一以上，到达现场抢修
时限压缩四分之一以上，用户
投诉答复时间压缩至7个工作
日内。

本报讯 在蓬勃发展的汝
州体育事业中，有这样一个德高
望重、满怀激情的群体，他们不
忘初心、坚守本色，将健身与服
务社会相结合，助推“健康老龄
化”“积极老龄化”，在丰富该市
广大老年朋友晚年生活的同时，
积极主动地为老年人体育健身
活动的长足发展而奔波忙碌，无
私奉献。他们就是汝州市老年
体育事业的“引领者”——汝州
市老年体育协会。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该
市老体协工作无职无权，既辛
苦，又清苦。为做好这份工作，
老体协办公室的老人们不计名
利、无怨无悔。正是有了他们全
力以赴的敬业精神，该市老体协

活动开展得丰富多彩、声名远
扬。在今年3月份召开的全省老
年体育工作会上，以唯一一个县
市级先进典型作了经验介绍。8
月28日，在天津举行的第十三届
全运会“双先”表彰会上，市老体
协更是喜获“2013—2016 年度
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殊荣。

“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
视和亲切关怀下，全市各乡镇
（街道）、市直委局、行政村基本
上都建立了老年体育协会，还发
展了太极拳、门球、空竹等专业
文体协会10个，开辟老年健身
活动站点385个。还从省老体
协争取资金770万元，全部用于
场地改造和建设。

活动场所的日益完善，助推

了门球、太极拳剑、健身气功、空
竹、鞭陀、广场舞、健身秧歌等接
地气、易普及的老年文体活动步
入常态化。

“咱市老年体育水平可是顶
呱呱！我参加过16次全国、全
省、跨区性重大赛事，获得奖牌、
奖项 50多个。”宋西林自豪地
说，在全省第三届社会体育指导
员技能交流展示大赛上，该市代
表队总成绩位列省直管县（市）
第一名；今年4月“第二十八届洛
阳牡丹杯”全国门球邀请赛中，
该市参赛的两支代表队均获得
优胜奖；今年6月在香港举行的

“粤港杯”门球、健身秧歌大赛
中，该市代表队获得了两个第一
名和一个第二名。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伟
恒 通讯员 卫红霞

本报讯 9月 9日上午，广
东省河南汝州商会会长李红军
一行3人到弘宝汝瓷参观考察，
汝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工商联

党组书记王振江陪同参观。
在弘宝汝瓷作品陈列馆，李

红军一行饶有兴致地欣赏了展
厅里一件件精美绝伦的汝瓷作
品，他们被造型各异、巧夺天工
的汝瓷作品深深吸引，尤其是对
汝瓷作品上面薄如蝉翼的开片

纹路以及素雅纯净的雨过天青
釉色赞美不已。参观中，汝州市
陶瓷协会名誉会长、弘宝汝瓷高
级顾问范随州为李红军一行介
绍了汝瓷的特色文化、制作工艺
等。接着，李红军一行又参观了
中原古陶瓷标本博物馆。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
锋 通讯员 张亚楠

本报讯 为有效促进残疾
人就业、创业，汝州市残联进乡
村为残疾人开展技能培训，根据
市场需求设有家政培训、手工编
织等多项培训项目，扶持带动一
批残疾人就业、创业，使其逐渐
脱离贫困。9月8日下午，汝州
市残联携手市家家靓职业技能

培训学校在夏店镇政府开展
2017 年第三期残疾人技能培
训。此次培训为期3天，共有20
个村114名残疾人参加。

培训班上，来自家家靓职业
技能培训学校的郭彩云、吴素贤
及代艳芳老师，先后为大家讲解
了职业道德、家庭保洁、母婴护
理、产后恢复、推拿按摩等一系
列符合市场需求的技能培训，又
带领残疾人课间做拍拍操，课堂

气氛活跃，残疾人学习热情高
涨。

“拥有一门技术，早日实现
就业、创业，是每一位残疾人朋
友的梦想。而我们残联的宗旨
就是为残疾人服务。”市残联相
关负责人说，同时也希望通过培
训，能让残疾人学有一技之长，
真正感受到自身的价值，勇于就
业，创业，更好地融入社会。

焦村镇开展
学校食品安全专项检查

他们带领老年人“玩”出精彩
汝州市老体协获“2013—2016年度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李刚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
锋 通讯员 高浩博 文图

本报讯 9月 8日下午，汝
州市城市管理局召开上半年总
结表彰暨下半年工作推进会，全
局300余名党员干部职工及环
卫工人代表参加。该会议表彰
和奖励了上半年为汝州市“百城
建设提质工程”和为全局各项工
作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对下半年工作进行安
排部署，激励和动员全局上下坚
定信心，振奋精神，全力以赴做
好城市管理各项工作。

今年上半年，该局全体党员
干部职工紧紧围绕“开拓进取、
提档升级、打造名片、创建品牌，
铸就城市管理风景线”的工作思
路，牢固树立“忠诚为民、团结拼
搏、担当奉献、务实创新”的精
神，让市容市貌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人民群众获得感不断增

强。针对下半年工作，会议要求
全体党员干部职工突出重点，以
城市环境整治、基础功能保障、
党风廉政建设为抓手，以良好的
精神状态、实干的工作氛围、优
良的队伍素质和严格的督察考
核，推动各项工作落实，确保完

成和超额完成年度各项目标任
务，力争走在全省同行的前列。

会议表彰了汝州市环境卫
生管理处等10个先进集体、王
雨露等53个先进个人、常国等
30个先进环卫工人，其中市容攻
坚组荣获特别贡献奖。

汝州市残联
第三期残疾人技能培训班开班

广东省河南汝州商会会长到弘宝汝瓷参观考察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
员 焦玉昌

本报讯 9月初，在各中
小学校幼儿园开学之后，为切
实加强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监
管工作，保障师生饮食安全，
焦村镇开展了秋季学校食堂
食品安全专项检查。

该镇重点检查了学校食
品加工场所的环境卫生状况、
进货查验制度是否完善等；食
堂从业人员是否有健康证，是
否对他们进行了专业培训；是
否严格按照《餐饮服务食品安
全操作规范》进行加工制作食
品。对食堂的货物储存间、食

盐等也进行了认真检查。
在检查中，每到一个学

校，检查组都要求学校要对食
堂食品安全高度重视、细化管
理、严格把控，并且要做到常
态化，确保师生们的身体健康
和饮食安全。

通过一天的认真排查，有
关部门发现中小学食堂从业
人员有3人无健康证，有2所
小学食堂卫生环境较差，有1
所学校食堂进货无发票，且食
材堆放零乱不卫生，对问题单
位有关部门都即时下达了整
改通知书。检查组将定期对
有问题单位进行复查。

汝州市供电公司
全面提升服务水平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
国锋 通讯员 陈闪闪

本报讯 9月 9日上午，
煤山街道维也纳小区首届业
主委员会选举大会在秋风秋
雨的陪伴中拉开了序幕.

据了解，本次大会严格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物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
规，在筹备过程中，业主委员
会筹备组通过印发通知、张贴
公告、悬挂横幅、微信群等各
种方式，广泛宣传成立业主委
员会的重要意义，鼓励广大业
主积极参与和支持业主委员
会的成立，并先后召开了动员
会、征求意见会、协调会等有
关会议，在经过业主们的推
荐、自荐并公示后，顺利产生

了11名候选人，为选举工作奠
定了坚实基础。

本次选举采取实名制投
票、差额选举的方式，将该小
区内的20栋居民楼划分为9
个选区，共设置9个票箱，业主
根据自己居住的楼栋号在对
应选区的工作人员处完成登
记、投票环节。

据介绍，整个选举过程历
时3个多小时，该小区已入住
的942户业主中共有761户参
与投票，并严格按照规定程
序，从11名正式候选人中选举
产生了9名业主委员会委员。

“下一步，维也纳小区首
届业主委员会将召开会议，选
举产生主任、副主任，明确各
位委员的责任分工。”煤山街
道现场相关负责人说。

表彰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