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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丁俊强

本报讯 11月 16日，市政协
副主席张耀峰，市政协党组成员、
副县级干部张贵明带领部分政协
常委和委员到钟楼街道调研重大
招商引资项目聚诚建国（汝州）商
业城市综合体项目进展情况。钟
楼街道党工委书记姚桃叶、街道党
工委副书记王志峰、副主任科员刘
俊霞等陪同视察。

在项目施工现场，张耀峰、张
贵明一行认真听取了姚桃叶关于
钟楼街道在服务项目、协调推进施

工进度等方面的工作汇报，详细了
解了项目进展情况及施工中遇到
的困难和问题。调研过程中，张耀
峰、张贵明一行对钟楼街道的做法
给予肯定，并希望钟楼街道一如既
往地关心支持企业的发展，提高服
务能力，为企业及早建成投用见实
效创造良好施工环境。

据了解，聚诚建国（汝州）商业
城市综合体项目位于建设路与宏
翔大道交会处，是河南聚诚实业有
限公司倾力打造的集五星级酒店、
商业办公、生态宜居于一体的大型
商业城市综合体，得到了汝州市委
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并被列为市政

府重大招商引资项目。项目总投
资 12 亿元，规划建设用地 280
亩。项目落地后，钟楼街道办事处
积极搞好服务，安排专人负责协调
解决项目推进中遇到的征地拆迁、
环保安全、手续办理等问题，为项
目的顺利推进保驾护航。

据介绍，建国饭店（A座）16
层主体已于10月1日封顶，现在
正在进行二次结构施工，1~3层
外墙石材干挂工作正在进行；建
国公寓（B座）16 层主体也已封
顶，现进行二次结构施工；二期用
地规划许可证已通过市规委会，
正在审批。

市政协领导赴钟楼街道调研重点项目工作

风雨中，涉农普法走上街头

本报讯 为切实保护农民工合
法权益，确保第九次拖欠农民工工
资案件集中办理等系列涉农维权
活动取得实效，11月19日上午，

汝州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桂东辉
带领干警利用周末时间顶着风雨
走上街头，在市文化宫前开展了涉
农维权法律服务宣传活动。

活动当天，干警们通过设立宣
传咨询点、悬挂横幅、向群众免费
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工
伤保险条例》《农民维权宝典》等宣
传资料的方式向广大群众普及法
律知识。同时，干警们还现场以案
释法，积极接受群众咨询,引导农
民工以正确的方式维护自身的合
法权益，积极鼓励广大农民工返乡
创业。

此次宣传活动中，共发放宣传
资料200余份，接待群众咨询70
余人次，进一步扩大了劳动保障等
法律法规的社会知晓度，提高了广
大农民工运用法律武器依法、理性
维权的意识，营造出全社会共同关
注、共同努力，依法维护农民工劳
动保障权益的良好氛围，为促进劳
动关系和社会和谐稳定起到了积
极的作用。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伟恒
通讯员 韩少伟

本报讯 11月 17日，记者从
汝州市林业局获悉，每年的秋冬季
都是候鸟大规模迁徙的时候，而汝
州市处在候鸟迁徙的中线，每年这
个时候都会有大量鸟类经过和聚
集，为不法分子破坏和捕杀野生鸟
类提供了可乘之机，此时也是野生
鸟类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要疫病
的高发期。因此做好2017年秋冬
季候鸟等野生动物的保护和疫源
疫病监测工作尤为重要。从11月

初开始，该局结合工作实际，科学
部署，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
施，维护全市生态安全和公共卫生
安全。

在具体工作中汝州市林业局
采取以下措施：一、制定应急预案，
坚持信息日报告和领导带班制度，
确保监测防控信息和指令及时上
传下达，一旦出现突发异常情况及
时报告，将疫病苗头控制扑灭在萌
芽状态。二、组织森林公安等执法
力量清查整顿餐馆饭店和市场，对
一些商品和摊位非法出售用于破
坏和捕杀鸟类的网具、夹套、诱饵

等工具进行查收和禁止销售，确保
途经汝州市的迁徙鸟类等陆生野
生动物的安全，防范可能带来的疫
病风险。三、在人员密集区，如菜
市场，居民社区等通过悬挂横幅、
张贴标语、发放疫源疫病监测防控
知识手册等形式进行宣传，提高市
民保护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做到
勤洗手、勤通风，不购买、滥食野生
动物。四、指导野生动物驯养繁殖
单位和个人尽量减少养殖动物与
野外鸟类混群，共同栖息环境等互
传病毒的机会，防范病毒扩散蔓
延，切断疫病传播途径。

市林业局开展秋冬季候鸟等保护执法
和疫源疫病监测防控工作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张亚楠

本报讯 11月15日，结对帮扶
日当天，汝州市残联到蟒川镇杨沟
村开展冬日“送温暖”活动，为贫困
户送去了50条棉被、7套棉衣和
114袋洗衣粉等生活用品。市政
协党组成员、副县级干部张延芳出
席活动仪式，残联干部职工、蟒川
镇相关负责人、驻村工作队、杨沟
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共150余人参
加了活动。

“闺女，你们来得真及时，马上
冬天了，正发愁怎么过冬呢。”家住
杨沟村的石统英握着市残联帮扶
干部的手激动地说。早上9点，在
杨沟村党群综合服务中心，贫困户
听说市残联的帮扶干部们来“送温
暖”，便早早在这里等着，一见到自
己的帮扶责任人，纷纷拉住帮扶干
部的手，诉说着近段时间的生活状
况、家庭收入情况。随后，帮扶责
任人为贫困户发放棉被、棉衣和洗
衣粉，并跟随帮扶户回到家中，查
看家庭情况、完善资料、填写明白

卡和第三季度户收入、生产性支出
统计表。同时，帮助帮扶户干农
活、打扫卫生，得到了杨沟村贫困
户的一致好评。

市残联相关负责人表示：“贫
困户就是自己的亲人，我们将尽最
大努力帮助贫困户，使他们感受到
冬日的温暖。今后，将加大帮扶力
度，尽可能为他们办实事、解难事，
使他们早日走上脱贫道路，让党和
政府的关怀传递到每一位贫困户
的家中。”

结对帮扶日市残联寒冬“送温暖”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降
海新 王国锋 通讯员 许艳芳

本报讯“原本需要交
公证费才能享有的继承权
公证，不但没有出一分钱，
而且很快办好了,法律扶贫
让我得到了实惠。”11月20
日，记者采访时焦村镇张村
村民张某感激地说。

张某属于贫困家庭。
之前他来到汝州市公证处，
提出家里亲属去世，留下一
个几千元的存折，因密码不
详，银行根据要求让其办理
继承权公证书。值班公证
员刘志勇了解到他的情况
后，当即决定对他进行公证

法律援助，免收公证费，并
加班赶制出公证书，受到了
当事人的好评。

汝州市司法局用实际
行动助力脱贫攻坚，他们开
展精准扶贫法治讲座和法
律咨询，利用自身的专业优
势，引导群众遵法、学法、懂
法、用法，指导和帮助他们
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矛盾和
纠纷。落实公证便民各项
措施，开通公证“绿色通
道”，为扶贫村、扶贫户提供
便利、高效的法律服务。同
时，还降低法律援助门槛，
扩大法律援助范围，对符合
条件的贫困户法律援助做
到“应援尽援”。

市司法局以法律服务
助力精准扶贫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员 梁朋涛

本报讯 入冬以来，风
穴路街道组建巡逻队伍，负
责辖区全域巡逻，特别对背
街小巷，无主小区等盲区加
大巡逻频次，提高辖区群众
的安全感。

风穴路街道组织各社
区（村）充分发挥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给无职党员设岗
定责，与村组干部一道，划

分网格，划分班组，戴红袖
章，统一标识，加强治安巡
逻，做好应急值守。同时，
严明工作纪律，巡逻队每天
及时填写工作台账，保留工
作痕迹，保存工作场景图
片，办事处巡逻队员与街道
派出所民警密切联系，提高
出警率，构建了治安巡防

“打、防、控”为一体的全覆
盖网络，提高了辖区群众安
全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风穴路街道
组建治安巡逻队伍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秦瑞杰

本报讯 汝州市第四批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专家评审会在该市文广新
局会议室举行。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郭
云洁及10多位来自各界的
专家学者参加评审会。

与会专家通过听取介
绍、审阅资料、讨论评审等
方式，最终同意《风穴寺传
说》《河南坠子》等14个项
目推荐为汝州市第四批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与会
专家还就该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保护和传承进行探
讨交流，并提出意见和建
议。

第四批市级非遗项目
专家评审会召开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
国锋 通讯员 王领章 杭高博

本报讯 近日，汝州市
环保局、民政局联合命名煤
山街道办事处骑庄社区，钟
楼街道办事处东关社区、东
大社区等七个社区（小区）
为汝州市级“绿色社区”。

今年以来，汝州市环保
局、民政局根据《汝州市创
建国家生态市指挥部办公

室关于创建汝州市“绿色社
区”的通知》要求，扎实开展
市级“绿色社区”的申报、资
料审查、现场指导、考核验
收等创建工作。参与申报
创建“绿色社区”的单位，对
照环境监督管理、环境质量
与污染控制、绿化美化规范
化、自然资源保护、绿色生
活、环境宣教与环境意识等
10大项23小项考核验收标
准投入创建工作。

7个社区荣获
市级“绿色社区”称号

向群众普及法律知识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杨松播 李亚菲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