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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庙下
镇获悉，为实现群众得实惠、政
府得民心，确保广大群众对平
安家园保险惠民政策知晓率和
参与度，充分发挥平安家园保
险提高治安防范能力，汝州市
庙下镇结合实际，在辖区范围
内扎实推进此项惠民工程。

据悉，庙下镇党委、政府高
度重视开展平安家园保险活
动，为加强对辖区平安家园保

险保平安活动的组织领导，专
门成立由镇党委书记韩沛毅为
组长的领导小组，确保平安家
园保险这项惠民、利民的民生
工程落实到位。据初步统计，
目前，庙下镇共发放“六位一
体 ”平 安 家 园 保 险 宣 传 单
15000余份，发放平安家园宣
传购物袋3000余个，微信公众
号浏览量达2000余人。

广宣传 强震慑

钟楼街道多举措提升公众安全感

本报讯“咦，这是弄啥哩，
阵势恁大？”11月15日晚，在钟
楼辖区大街小巷，不时能看到七
八个人穿着警用反光背心、骑着
电动车，在街上来回穿梭，一辆
警车警灯闪烁着紧跟其后，呼啸
而过，居民们纷纷出门一探究
竟。

日前，天气渐冷，进入冬季

治安案件高发期，冬季治安巡逻
势在必行。为创造安全稳定的
生产、生活环境，提升群众安全
感，钟楼街道办事处创新举措，
组建了由办事处综治办、派出所
牵头，各居（村）治安巡防员广泛
参与的治安巡逻队，要求各居
（村）治安巡防员坚持以白天与
夜晚相结合、各临近居（村）之间

“结对子”的方式进行不间断、不
定点巡逻，对巡查中发现的问题
及时处理、报告，并作好相应记
录。同时，办事处综治办每周联
合派出所和各居（村）进行一到
二次集中巡逻，对辖区重点路
段、人员密集区、案件多发区、背
街小巷进行集中巡逻，达到了巡
逻力量集中、覆盖面更广、震慑
力更强的效果。为保证活动取
得实效，各居（村）安排了不少于
6名治安巡防员，分成两个小组，
统一配备了治安巡逻所需的警
棍、红袖标、反光背心等用品，为
活动的开展提供坚强的后勤保
障；办事处综治办不定期督查各
居（村）巡逻在岗在位及履职尽
责情况，并将活动成效记入村级
绩效考核。

为切实提高公众安全感满
意度，钟楼街道办事处还在人口
密集场所、主次干道，通过悬挂
横幅、发放宣传页、现场讲解等
形式，广泛开展“六位一体”平安
家园保险集中宣传活动，进一步
增强群众的知晓率和满意度。

王寨乡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推进当前脱贫攻坚工作

本报讯 日前，王寨乡召开
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强力推进
脱贫攻坚专题会议。贫困村村
级脱贫责任组组长，贫困村党支
部书记、村主任、驻村工作队全
体成员参加会议。

会议强调，各涉贫片区、村
级脱贫责任组、贫困村两委会及
驻村工作队，要把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作为当前首要政治
任务，要原原本本认真学、划分
专题重点学、联系实际深入学，
把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好、贯彻
好。

结合当前工作，会议要求，

各村级脱贫责任组要针对档卡
中出现的逻辑错误、信息不准不
实、帮扶计划没有针对性、帮扶
措施漏填误填等情况，组织村两
委会和驻村工作队全面实地核
实，逐户完善整改；帮扶责任人
要将结对帮扶工作经常化、长期
化持续开展。要进村入户宣传
解读上级脱贫攻坚政策，完善充
实帮扶措施。要坚持在每月1
号、15号至少两次到贫困户家
中，开展“吃一顿饭，干一次农
活，打扫一次庭院”活动，拉近与
群众之间的感情，切实帮助贫困
群众脱贫致富；各村级脱贫责任

组要把对低保、五保、残疾人户
等五类人员摸底调查工作经常
性坚持推进，对于自然增减及出
现大病大灾的人员要第一时间
上报；乡村两级要进一步营造浓
厚舆论宣传氛围。通过规章制
度上墙、政策理论上墙刷制墙体
标语、制作大型宣传栏、入户宣
讲等形式广泛深入宣传脱贫攻
坚；加快推进以危房改造、人居
环境验收、星级党支部创建、金
融扶贫、村级光伏电站建设、特
色产业扶贫车间建设等为重点
的贫困村脱贫星级创建各项具
体工作。

汝州市科技企业孵化器组织重点企业
实地考察设施蔬菜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

本报讯 11月16日，为了推
进孵化器重点在孵企业河南天
葡汝蓝云农庄科技有限公司
——天葡云农庄高效生态现代
农业园区项目建设，孵化器运营
管理公司负责人仝长河组织带领
天葡云农庄项目相关人员一行5
人，赴平顶山农科院实地考察设
施蔬菜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

在平顶山农科院蔬菜研究中
心副主任、副研究员赵国丽陪同
下，他们先后实地察看了农科院
智能化温室、标准化大棚和正在

建设的双膜日光温室等设施蔬菜
标准化示范基地。在智能化温
室，他们听取了技术人员关于温
室建设运营、高产名优花卉培育
等情况。在标准化大棚，他们听
取了优质高产番茄、草莓、阳台韭
菜等设施蔬果栽培技术，并详细
了解了双膜日光温室建设技术要
求。此次实地考察为天葡云农庄
高效生态现代农业园区建设规划
详规的制定、标准化设施蔬菜大
棚建设、省农科院科研项目“设
施蔬菜标准化生产技术集成与

基地建设”的实施奠定了基础。
据悉，天葡云农庄高效生态

现代农业园区项目，占地面积
410亩，是一家集高科技农业生
产与展示、葡萄及有机果蔬产业
延伸加工、农业休闲旅游于一体
的综合性现代农业园区，是汝州
市委、市政府2017年重点招商引
资项目，目前已投资3000多万
元，完成了园区总体规划设计、彩
色油路硬化、哆咪农庄展示中心、
精品葡萄联栋大棚等建设任务，
预计园区2019年建成投产。

以党建为统领、以农家书屋为阵地

蟒川镇在农村基层掀起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热潮

本报讯 小小农家书屋发
挥了学习阵地的大作用。自11
月 15日蟒川镇利用党员集中
学习日机会向34个行政村集
中发放党的十九大文件及辅导
资料后，各行政村积极行动，发
挥农家书屋在农村思想文化阵
地的作用，依托农家书屋开展
学习宣传活动，引导广大党员
干部群众形成学习十九大精神
的浓厚氛围。

党的十九大相关文件和资
料出版发行后，蟒川镇文化站
立即与上级部门联系，为全镇
34个行政村的农家书屋配送由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党的
十九大报告》《中国共产党章
程》《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

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党的十九
大报告辅导读本》。这些出版
物是准确传达、生动阐释、深入
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权威材
料，目前已全部配送到位。

11月16日，在蟒川镇戴湾
村图书阅览室，镇文化站负责
人、该村两委会干部和十几名
群众正在认真阅读十九大相关
书籍。戴湾村干部说，这些期
盼已久的书籍发放到农家书
屋，使全村党员干部群众更能
全面真切领会党的十九大精
神，让村民了解党的十九大会
议内容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精神，让党的十九大精神
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临汝镇召开多项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 近日，临汝镇召开
多项工作推进会，安排部署冬
季治安防控、冬季安全生产大
检查、大气污染攻坚背水一战、
森林防火等工作。镇班子全体
成员，各行政村支部书记、村主
任，包村干部等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了临汝镇 2017
年镇村两级冬季治安防控工作
方案，对此项工作进行了安排
部署，并向大家介绍了“六位一
体”平安家园保险的相关政策
和理赔流程。会议对今冬明春
的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提出了
具体要求，各行政村要对本村
重点区域进行检查，各线口对
职责范围内的各个行业进行检
查，特别是人口密集场所要重

点检查，发现隐患及时整改并
上报。纪委书记任高峰安排部
署了大气污染攻坚背水一战工
作，重点强调了扬尘管控、散煤
管控、工业企业污染治理、垃圾
焚烧管控和考核奖惩办法等五
个方面。党委副书记杜占营就
今冬明春森林防火工作进行了
安排，指出森林防火工作要抓
住重点地域、重点时段、重点
人，相关行政村要建立防火队
伍，加强巡逻，关键时刻要拉得
出来。

临汝镇党委书记郑学伟在
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会议最
后，临汝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韩
增群作了总结讲话。

庙下镇积极开展
平安家园保险宣传活动

骑着电动车在街上巡逻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刘亮果 文图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伟恒 王国锋 通讯员 陈振旭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伟恒 通讯员 刘亚锋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马鹏亮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伟恒 通讯员 张晓冰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伟恒 通讯员 任恬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