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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
国锋 通讯员 张浩然

本报讯 11月1日晚,汝州
市旅游扶贫总体规划前期汇报
会在市委组织部四楼会议室召
开，涉及到旅游扶贫村的9个
乡镇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上，首先传达了《汝州市
旅游扶贫规划总体思路》，按照
基本概况、发展思路、发展愿
景、“做什么”、“怎么做”、“谁来
做”、“钱在哪”的顺序，介绍了
对16个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
的规划设计，分别对16个扶贫
村做了形象定位。各乡镇也分

别结合自己所在乡镇旅游扶贫
村的规划，轮流进行了发言，并
提出了各自的看法。

会议要求，旅游扶贫规划
要与全域旅游融合，通过全域
旅游带动乡村旅游，促进乡村
旅游经济发展；要与各部门扶
贫项目相结合，如乡村产权、易
地搬迁、乡村绿化等；要突出乡
村道路建设，通过储备林、特色
造林等，形成道路景色，助力旅
游发展；建设特色乡村民宿，以
高中低档相结合，着力提升乡
村旅游接待能力；鼓励支持旅
游文化产品研发，打造汝州旅
游商品知名品牌。

洗耳河街道植树忙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员
丁亚伟 文图

本报讯 11月7日上午，记
者在洗耳河街道辖区焦柳铁路
西侧的铁路防护林带种植现场
看到，一排排已经种好、涂白的

栾树整齐地排列。横看、竖看、侧
看，整齐划一。旁边，两个人正在
拿着铁卷尺拉成直线，其他人将
一棵棵树木扶直、填土、校正。

据现场负责种树的黄师傅介
绍，这块地属于洗耳河街道西大社
区，大约100亩左右，一共可以种

植700余棵树木，主要种植栾树、
白蜡两种树木。从11月2日开始
种植，8日晚上就可以全部种完。

“今天由于风比较大，不好
放线，施工速度相对较慢，但必
须保证栽好的树木排列整齐。
树种上后，要及时浇水，加强后
期管理，确保树木全部成活。”黄
师傅告诉记者。

洗耳河街道围绕国储林建
设暨今冬明春植树造林工作，多
次召开班子会、相关村居负责人
会议，就此项工作进行安排部
署。辖区各居村要按照绿色村
庄、见缝补绿的要求，抓住今冬
明春造林时机，积极打造环村林
带，谋划将上河、七里等荆河沿
岸村庄打造为城市近郊公园，不
断增加城市色彩，改善生态环
境。

截至目前，焦柳铁路两侧铁
路防护林带、北汝河北岸堤坝外
土地已全部流转，正在进行树木
栽植。辖区内国道、省道、县道、
乡道的生态廊道路段内的枯死
树木、空当地段也正在进行补
栽。

露天烧烤城被依法拆除

汝州市林业局召开
宁洛高速沿线绿化补植补种加压推进会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伟
恒 通讯员 韩少伟

本报讯 日前，汝州市林业
局召开宁洛高速沿线绿化补植
补种加压推进会。市林业局造
林绿化督导组全体成员，宁洛高
速沿线涉及乡镇街道林站负责

人及造林大户参加。
该局局长鲁武国要求沿线

乡镇街道及造林大户立即行动
起来，组织机械，集中人员，精选
树苗，清除杂草，加强灌溉，严格
按照树木规格及栽植标准，确保
在11月20日前完成宁洛高速沿
线绿化的补植补种任务，21日

至25日组织验收。届时，仍完
不成任务的造林户将纳入汝州
造林黑名单，取消在汝州的一切
绿化工程承包权利。

宁洛高速绿化造林大户作
了表态发言，表示一定会严格按
照栽植标准和时间节点，全力以
赴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
锋 通讯员 高浩博

本报讯 11月2日，汝州市
城市管理局联合煤山街道办事
处，依法拆除烟风路与梦想大道
交叉口附近某露天烧烤城内的
多处违法建设，折合面积共计
1536.9㎡。

该处违法建设原本为一处
空地，刘某私自变更用途后与其
余8位当事人联合经营。一年
多时间内，违法建设从无到有、
从有到多，经营规模不断扩大。
油烟、噪音严重影响到周边居民
的生产生活，简易的房屋结构也
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汝州市
城市管理局了解到情况之后，多

次与几位当事人联系沟通，宣讲
相关法律法规，获得了理解和支
持，拆除工作进行顺利。

拆除违法建设关乎社会公
平正义，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
益。汝州市城市管理局将严格
遵循“文明、安全、公正、尽职”的
工作规范，为人民服务，对违法
建设说“不”！

汝州市召开研讨交流会
促进“绿色学校”创建工作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
锋 通讯员 杭高博

本报讯 11月1日，汝州市
“绿色学校”创建及环境教育培
训研讨交流会在环保局三楼会
议室召开，绿色创建、环境教育
相关业务科室及32家申报市级

“绿色学校”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要求，各中小学校要严

格按照省环保厅、省委宣传部、
省文明办、省教育厅、共青团省
委、省妇联联合编制的《河南省
环 境 宣 传 教 育 工 作 纲 要
（2016-2020年）》和省环保厅、
省教育厅《关于推荐河南省绿色
学校通知》要求，依据汝州市“绿
色学校”考评验收标准，保质保
量开展创建工作；要以“绿色学

校”创建工作为契机，不断加强
学校环境管理、环境文化阵地建
设和学生环境教育，让生态环保
和绿色发展理念根植学生心中，
为生态汝州建设做出应有贡献。

会议强调，各中小学校、幼
儿园要高度重视“绿色学校”创
建及学生环境教育，及时传达会
议精神，高标准开展相关创建工
作；各中心校要积极指导各学校
进行市级“绿色学校”创建，模范
带头，示范引领；要严密组织领
导、严格工作标准，通过“绿色学
校”创建进一步提升校园美化、
绿化、硬化等环境建设管理水
平；通过布设宣传栏、标语等形
式，进一步深化校园环境文化建
设；要根据教学实际在相关课程
教学中融入环境教育内容，持续

加强中小学校环境教育，不断提
升学生环境保护意识，充分发挥
环境宣传教育促进生态文明建
设和环境保护的引导、支撑和保
障作用。

培训会后，32所学校负责
人来到省级“绿色学校”汝州二
高实地参观学习。汝州二高校
长杨军伟带领观摩团，现场查看
了学校环境文化建设及校园硬
化、绿化、卫生等环境管理方面
内容；介绍学校在节水、节电、节
粮等绿色消费方面的举措，以及
率先报废燃煤锅炉，更换燃气锅
炉，使用油烟分离系统，垃圾分
类处理等污染控制工作，并重点
介绍了学校不断深化“绿色创
建”工作，结合灵动课堂融入环
境教育内容的方式方法。

扶残济困助力贫困残疾人走上致富路

370名贫困残疾人
收到“爱心大礼包”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
国锋 通讯员 张亚楠

本报讯 昨日，汝州市残联
在市体育中心举行以“辅具适
配零距离服务让残疾人生活更
美好”为主题的2017年集善工
程—（澳门基金会）助听行动河
南助听器项目暨河南省残疾人
福利基金会捐赠轮椅汝州市发
放仪式活动，旨在帮助残疾人
解决实际生活困难、促进残疾
人更加充分地参与社会生活。
河南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秘书
长李继龙，汝州市政府党组成
员、副县级干部赵三壮和史清
秀出席了发放仪式，市扶贫办、
市残联相关负责人，20个乡镇

（街道）主管残联副职、理事长，
370名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受
助对象及亲属参加了此次活
动。

“集善工程—（澳门基金
会）助听行动”河南助听器项
目，是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救助贫困听力残疾人的项目。
此次共捐赠了 30 台索诺瓦
Alize5UP助听器、100辆轮椅、
10辆儿童轮椅和480提海参茸
景胶囊，资助对象为全市建档
立卡贫困户和生活困难的听力
残疾人、肢体残疾人，对受助者
免费集中发放和验配，切实解
决听力障碍残疾人及贫困肢体
残疾人的问题，让他们实现了
聆听世界、融入社会的梦想。

助推脱贫攻坚

汝州法院深入乡村校园
进行“精神扶贫”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
国锋 通讯员 杨松播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汝州
市脱贫攻坚冲刺会议精神，深
化司法供给侧改革，下沉司法
资源，坚持精准扶贫，坚持扶贫
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汝州市人
民法院与汝州市公安局、汝州
市法学会联合组织开展“送法
下乡·预防和减少因自身犯罪、
遭受犯罪侵害及道路交通事故
致贫返贫现象”的活动。

11月1日，汝州法院交通
法庭庭长带领法院讲师团走进
大峪镇邢窑村小学，给全校师
生带来一堂交通安全教育课。
课上，庭长李亚芳用生动鲜活
的交通事故案例让孩子们懂得
交通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可能
给社会、家庭及人生带来的危
害和后果，鼓励学生牢固树立
交通安全意识、文明意识，自

觉遵守交通规则，提高自我保
护能力和养成良好的出行习
惯。李亚芳不时与孩子们进
行互动交流，把交通安全的种
子播种在孩子们的心里，把遵
守交通安全的理念深入脑海，
让文明交通理念伴随孩子健
康成长。活动现场，汝州法院
讲师团向孩子们发放宣传资
料，希望孩子与家长都了解交
通安全的重要性，增强交通安
全意识。

“帮扶从治愚开始，从保障
贫困孩子受教育权开始。”汝
州市法院将深入全市55个贫
困村，送法下乡，从根本上预
防和减少因自身犯罪、遭受犯
罪侵害和道路交通事故致贫返
贫现象，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做到扶真贫、真扶贫，
坚决打好脱贫攻坚战，努力实
现法治中国梦。

汝州市旅游扶贫总体规划
前期汇报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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