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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连日的温暖过
后，接下来几天将以多云和小
雨天气为主，气温也将降低。

据汝州市气象部门预测，
本周内以多云天气为主，周五
有一次弱的降水天气过程，周
一和周五分别受冷空气影响将
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周极端
最低气温4℃左右。具体天气
情况为：

15 日 (周三)多云，气温

15℃～7℃。
16日(周四)多云转阴天，

气温13℃～10℃。
17日(周五)小雨转多云，

偏北风 4~5 级，气温 13℃～
6℃。

18日(周六)多云到晴天，
气温11℃～4℃。

19日(周日)晴天间多云，
气温16℃～5℃。

●日前，临汝镇顶层设计
暨总体规划修编对接洽谈会召
开，深圳王牌智库、洛阳设计
院、临汝镇对接班子成员参加
了会议。临汝镇党委书记郑学
伟说，临汝镇党委政府将全力
支持配合两家单位，争取在较
短时间内，完成规划的设计、评
审、上报等。今后将严格按照
规划进行镇域建设、产业布局
来助推临汝镇大发展。（王国
锋 闫龙）

●11月 11日下午，夏店
镇党委、政府召开脱贫攻坚、大
气污染防治攻坚、植树造林、城
乡居民医疗保险推进会，对此
四项重点工作进行阶段总结和
进一步安排部署。夏店镇党政
班子成员，20个行政村支部书
记、村主任，镇机关包村干部
70余人参加了会议。（王国锋
平党申）

●11月 7日~9日，“体彩
杯”河南省第四届社会指导员
技能交流展示大赛在郑州圆满

结束。汝州市代表队发挥出
色，以团体全省第五名、直管县
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了总分一等
奖。据悉，本届大赛由省体育
局主办,共有来自全省各地市
及直管县的26支代表队、300
余名优秀社会体育指导员参
加。（李伟恒 赵时康）

●为进一步提高思想认
识，推动各项工作高效有序开
展，11月10日下午，煤山街道
召开会议，采取“多会合一”的
形式，对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大气污染防治攻坚、
赵庄棚户区改造北环路沿路房
屋拆迁攻坚、望嵩路北延项目
建设攻坚、8~10月社区（村）级
绩效考核、冬季安全生产大检
查等六项中心工作进行统一安
排部署。街道全体班子成员、
机关副股级以上干部及相关工
作人员、各社区（村）党支部书
记、辖区 18个企业主要负责
人、保洁公司负责人等共计
110余人参加了会议。（王国
锋 陈闪闪）

本报讯 11月8日，汝州市
科协在纸坊镇纸北村举办了科
技助力精准扶贫培训会，纸北
村及附近村庄100多名群众参
加了培训。

上午8点，纸北村党群综
合服务中心已围满了前来培训
的群众。此次科技助力精准扶
贫活动主讲老师是高级研究
员、高级农艺师陈信周。他讲
解了小麦、玉米等种植栽培技
术、农作物管理及农业结构调
整等。村民黄占友说：“这样的
机会很难得，希望多办这样的
培训班。”

此外，市科协还组织汝州市
第一人民医院医生现场义诊，

接受群众问诊咨询。义诊一开
始，群众就排起长队，直到12
点多，前来义诊的群众仍然络
绎不绝。

当天市科协还把大篷车驶
进纸北村，展示了视觉体验、材
料科学、运动与力等展品，吸引
了众多群众驻足观看、动手体
验。

下一步，市科协将继续开
展科技助力精准扶贫培训，以
举办科普讲座、开展特色农产
品种植实用技术培训、义诊咨
询等多种形式，让科普资源进
一步向基层倾斜，把最实用的
技术送村入户，实现增智增收，
早日脱贫。

本报讯 11月13日，汝州市
供电公司组织技术人员来到35
千伏蟒川变电站，对10千伏母
线隔离开关瓷瓶进行更换，及时
清除设备运行过程中存在的安
全隐患，提早备战即将到来的冬
季用电高峰。

据悉，由于近日气温下降，
为保证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汝州

市供电公司全面部署迎峰度冬
工作。该公司加大客户管理，及
时掌握辖区内高危客户及用电
负荷和生产性质变化情况，对客
户设备进行“诊断”；加大巡视力
度，对重要设备进行全面巡查，
对发现的缺陷和存在的隐患及
时进行处理，彻底消除各种隐
患，不留死角；加大宣传力度，采

取走访用户、现场服务的方式，
广泛宣传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加
强负荷监测，编制了应急预案，
提前做好有序用电准备。同时，
密切关注气象动态，提前防范因
恶劣天气可能出现的倒杆情况，
做好应急抢修准备，确保电网安
全稳定运行、平稳迎峰度冬。

本报讯 11月11日上午，洗
耳河街道办组织班子成员对辖
区项目建设、林业生产等工作开
展情况进行观摩。

在南关棚户区回迁区项目B
地块，班子成员查看了项目施工进
度后，要求建设单位必须在下月完
成三栋楼的建设。在洗耳小学及市
二中“改薄”项目建设工地，要求施

工方按照时间节点加紧工程进度。
在焦柳铁路西侧防护林带示

范段，路边栽植的白蜡排列整齐，
村民们正在进行浇水。这是今冬
明春辖区林业生产的其中一项。
下一步还要进行北汝河北岸堤坝
外100米宽度的林木栽植、辖区
道路的廊道绿化、林下种植。

在观摩后的总结中，洗耳河

街道办党工委书记韩建国要求
铁路西四个村要抓住今冬明春
植树造林时机，严格按照栽植标
准，积极开展造林；在人居环境
工作中，要积极清除路面、村边
的杂草、秸秆，杜绝焚烧情况发
生，同时建立起人居环境整治长
效机制，使群众真正享受到环境
改善所带来的成果。

本报讯 11月12日，汝州市
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范强立带
领班子成员以及驻大峪镇同丰
村扶贫工作队来到贫困户家中
走访慰问，为贫困户送去大米、
面粉、食用油及慰问金，深入了
解指导艾草种植情况。

按照市扶贫办关于推动产
业扶贫的要求，民政局因地制
宜，最终确定了在同丰村分批种
植艾草、连翘的帮扶措施。贫困
户要同村委会签订艾草、连翘种
植保证承诺书，科学种植、保证
达标成活率后，才能领到艾草

苗。
本次入户慰问对接，范强立

一行来到田间地头同贫困户一
起种植艾草，交流艾草成长特
征、种植方法，鼓励贫困户积极
参与种植，增加收入。

本报讯 11月8日下午，弘
宝汝瓷迎来了河南科技学院艺
术学院“省内采风行”的70余名

师生，来此学习中国传统的汝瓷
文化，了解汝瓷的制作过程，体
验汝瓷创作。

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河
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汝瓷烧制
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弘宝汝瓷
艺术总监王振芳热情地为师生
们讲解了汝瓷历史及汝瓷文化，
并针对汝瓷作品的烧制工艺、器
型分类、品质优劣鉴别等进行了
一一介绍（如图），使师生们对汝
瓷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

接着，大家又参观了公司的
作品陈列厅、车间、窑炉，近距离
地感知汝瓷的制作和烧制环节，
详细地了解汝瓷的烧造过程。

参观后，王振芳还给大家上
了一堂别开生面的艺术创作课，
引起了师生们的共鸣，现场掌声
不断。

临走时，该校带队老师表
示：此次参观学习，为今后的教
学与创作带来了很大帮助，他们
将带更多的学生来参观体验弘
宝汝瓷的深厚文化底蕴。

本报讯 近日，汝州市夏店镇
夏南村8组的刘某，在汝州市人
民医院神经内科六病区治疗后病
情稳定，下一步要做康复治疗。
根据医联体双向转诊协议，可在
当地卫生院继续治疗，并再次免
除起付线，享受双向转诊，两次减

免起付线的实惠。转诊时，病人
家属动情地说：“双向转诊政策
好，参合农民得实惠，感谢党和政
府为我们参合农民又办了一件大
好事。”

据了解，自2016年5月汝州
市人民医院与多家卫生院建立医

联体以来，定期派医护专家到卫
生院坐诊、会诊、查房、授课，提供
综合性的业务技术指导，让许多
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市级专家
治疗的便利。通过建立双向转诊
绿色通道，实现便捷、顺畅的上下
相互转诊，使患有复杂、疑难、危

重等病的乡镇老百姓通过绿色通
道转诊至汝州市人民医院治疗，
病情稳定后再转回当地卫生院继
续治疗，实现“首诊在乡镇基层”

“慢病、康复在乡镇基层”，使众多
农村患者享受到看得见的实惠。

汝州市人民医院在医联体建

设方面取得的经验，不仅让老百
姓得到实惠，也对我市分级诊疗、
双向转诊的医改新政策起到示范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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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气温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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