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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以晴好天气为主

本报讯 11月20日，记者
从市气象部门获悉，本周以晴
好天气为主，气温较上周有所
回升。

据了解，预计本周内无降
水天气过程,以晴天间多云天
气为主，21日到23日受河套扩
散冷空气影响，将有4级左右
西北风；周末受华北南下冷空
气影响，将有4到5级偏北风。
本周气温稳中有升。

具体预报如下：
22日，晴天间多云，西北风

4级左右，气温13℃～3℃。
23日，晴天间多云，西北风

4级左右，气温14℃～3℃。
24日，晴天间多云，气温

16℃～4℃。
25日，晴天间多云，气温

17℃～6℃。
26日，晴天到多云，偏北风

4到5级，气温13℃～3℃。

本报讯“以前公司不想干
了，注销很费事，得先清算备
案，再到省级报刊登公告注销，
还要去税务部门做税务清算，
最后再拟定注销决定、清算报
告等一堆材料。现在省事多
了，一份‘全体投资人承诺书’
全搞定，省时又省心，企业‘进
门’‘出门’变得很容易啦。”11
月10日上午，在汝州市市民之
家三楼工商窗口，河南汝昇置
业有限公司的樊明果拿着“准
予注销通知书”对记者说。

据汝州市工商局工作人员
介绍，自施行企业简易注销以
来，全市已有20余家企业通过
简易注销退出市场，累计帮企
业减负6000余元。相比以前，
简易注销简化了注销程序和公
告方式，减少清算组备案登记、
提交清算报告等环节，还将省
级报刊公告改为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河南）公告，解
决了费用高、时限长、债权人难
以获知企业信息等问题。同时
还简化登记材料和申请环节，
需提交的证明材料大大减少，
合并简化为全体投资人决定企
业解散注销、组织并完成清算
工作等内容的“全体投资人承
诺书”，免去企业到税务部门办
理清税证明的中间环节。简易
注销的实施，让企业真切感受
到改革带来的好处。

据了解，汝州市工商部门
将充分立足当前经济发展需
求，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工作
要点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工作
要求，紧跟发展形势、狠抓工作
落实，努力营造更为宽松便捷
的准入环境、更为公平有序的
竞争环境和更为安全放心的消
费环境，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做出更大的贡献。

本报讯 近日，钟楼街道办
联合市国土局、市林业局、市住
建局等部门相关人员30余人，
对位于龙山大道东程楼段建业
项目、宋氏金博大医院医养结合
项目300余亩项目用地的地面
附属物进行了实地清点，加快推
进项目及早落地建设。

建业项目、宋氏金博大医院
医养结合项目，是汝州市招商引
资的两大重点项目，自项目在钟

楼辖区挂牌后，钟楼街道党工
委、办事处高度重视，多方协调，
规划选址，在征得市领导和相关
部门批复同意后，迅速启动项目
用地征收工作。

当天上午，钟楼街道办主抓
城建、土地的领导紧急安排部署
人员分成三个工作组，迅速开展
工作。大家按照工作分工，在村
干部带领下，严格按照清点程
序，根据所占土地上的附属物分

门别类逐户认真测量、清点、登
记上表。

截至11月15日下午，钟楼
街道办事处仅用两天时间，顺利
完成涉及程楼村四个居民组
500余户300余亩土地的大棚、
绿化林木和地下管线等附属物
的清点工作，为项目及早开工争
取了时间。

本报讯“谢谢！谢谢你们
对俺贫困户的关心！”11月21
日上午，在大峪镇邢窑村举行
的汝州市广播总台、汝州籍歌
星杨瞻爱心捐赠仪式上，邢窑
村贫困户拿着捐赠的棉衣激动
地说。

杨瞻生于汝州市陵头镇，
近年来他先后推出了一大批原
创歌曲,备受歌迷关注。特别
是歌曲《中原魂》，表达了游子
对家乡的热爱,对中原精神的
信仰，受到网民的高度评价。
同时，杨瞻作为星光大道的评

委，曾登上央视荧屏。
汝州市广电总台是邢窑村

的定点扶贫单位，近年来，通过
产业项目和广播电视文化扶贫
等措施，困难群众的物质文化
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杨瞻通
过广电总台联系，花费上万元
购置了棉衣和食用油，来到大
峪镇邢窑村，为105户贫困群
众捐献爱心。

当天上午在邢窑村举行的
爱心捐赠仪式上，汝州市广电
总台总编辑娄亚娜和杨瞻，将
爱心物资送到贫困群众手中。

本报讯 11月17日上午，夏
店镇举办促进转移就业助力脱
贫攻坚专场招聘会，来自全镇
20个行政村的贫困户代表300
余人参加了招聘会。

招聘现场热闹非凡，在招工

摊位前，各招工单位服务人员认
真解答群众提出的岗位设置、待
遇等问题，有的当场签约。据夏
店镇社保所所长平慧丽介绍，招
聘会上天瑞集团铸造有限公司、
河南巨龙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河南森地新能源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人寿汝州市分公司
等16家汝州市知名企业将为夏
店镇贫困户提供普工、机电工、
机绣、家政、营销等专业岗位
480个，可满足夏店镇贫困家庭
不同年龄段和具有不同专长的
务工需要，月基本工资均在
2000元以上，最高达4500元。

这次招聘会是由汝州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扶贫办
和夏店镇政府联合举办，目的是
把岗位送到贫困乡镇的农民群
众家门口，让群众尤其是贫困劳
动力挑选岗位轻松就业，促进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推进精准扶
贫，打赢脱贫攻坚战，帮助贫困
群众实现精准就业，脱贫致富，
实现“就业一人，脱贫一户”的目
标。

本报讯 受冷空气影响，11
月 19日汝州出现大幅降温降
雪，汝州市供电公司加强对供
电设备及线路的安全检查工
作，缩短线路巡视周期，增加巡
视密度，确保冬季平稳供电。

据悉，为应对降温降雪天
气影响，该公司精心安排，多措
并举，确保电网安全度冬。该
公司加强了对输变电设备的运
行巡视工作，重点加强恶劣气
候条件下的设备检查、维护，做
好了应对覆冰、大风等恶劣天

气的准备；密切关注电网运行
情况，及时做好负荷增长预测，
合理调整电网运行方式，完善
应对冬季用电高峰的各项技术
措施和组织措施；加强迎峰度
冬期间的值班和抢修力量，全
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此外，
为确保特殊情况下度冬的电力
有序供应，该公司还与市相关
部门联合制定下发《汝州电网
有序用电方案》，按照保重点、
保稳定原则，优先保障居民生
活及公众利益的用电需求。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汝州
市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背水一
战决胜冲刺方案》，按照市城管
局部署，市环卫处组织召开专题
会议制定环卫综合整治方案，从
11月10日至16日，用一周时间
对汝州市城区及汝南产业集聚
区环卫进行全面彻底整治，进一
步提高汝州市环境卫生质量，有
效控制道路扬尘，为大气污染防
治攻坚背水一战决胜54天冲刺
工作提供环境卫生保障。

为保证整治效果，要求汝州
市城区及汝南产业集聚区三个
环卫作业公司严格按照标书和
相关要求，每条道路每天进行六
次冲洗三次机扫，对北环路、西
环路、云禅大道、宏翔大道、汝南
大道等道路扬尘较大路段，在大

气污染较重的天气加强洒水、喷
雾作业频次；对安全岛、右转道、
遮阳伞、道牙石、绿化带、隔离
带、围挡、护栏及护栏下路面、路
牌、灯杆、果皮箱、垃圾桶、公交
站牌、座椅等进行全面清洗；对
人行道、站台、卫生死角进行彻
底清理。

同时，环卫处所有督查人员
按照每人一条道路定岗定责，高
标准严要求、督查三个环卫作业
公司洒水、喷雾、整治情况；并由
环卫处班子成员带队，组织环卫
督查人员、环卫作业公司人员对
全市环卫整治情况进行逐条道
路、逐项验收，及时督促环卫作
业公司及时整改问题，确保全市
城区及汝南产业集聚区道路路
面洁净见底、靓丽如新。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员 黄俊丽 李晓丽

汝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简易注销方便企业进出门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伟恒 通讯员 韩学军 靳志涛

汝州市供电公司

多举措应对降温降雪天气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高明哲 韩笑

钟楼街道办事处
高效完成项目用地附属物清点工作

本报讯“根据拟定时间，汝
州市今天开始正式供暖，供暖总
面积约120万平方米，覆盖望嵩
南路、建设路、宏翔大道、北环
路、风烟线至科教园区、梦想大
道、朝阳路、广成路和广育路沿
线等。供热拟定日历天数为
120天，到明年3月15日结束。”
这是记者近日从汝州市丰阳热

能有限公司获得的消息。
同时，汝州市丰阳热能有限

公司提醒广大市民群众要注意
五个事项，以保障用暖质量安
全。一、暖气片上及暖气片周围
不要堆放杂物，要保持良好的散
热空间。二、采暖管道上的各种
阀门，不得随意关闭和开启。
三、采暖房间的门窗应保持良好

的密封状态。四、要爱护采暖设
施，不得随意拆除、增加供暖设
施和改动暖气片的安装位置。
五、采暖过程中，如发现供暖管
道或暖气片漏水，要及时关闭控
制阀门，或及时联系维修人员。

丰阳热能有限公司24小时
维修电话：0375-6620001。

汝州11月15日开始正式供暖
供暖部门提醒大家注意用暖事项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沈晓娜

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环卫在行动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刁素霞 路平 文图

汝州籍青年歌手杨瞻

到大峪镇为贫困户送温暖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杨一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刘亮果

夏店镇举办助力脱贫攻坚招聘会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平党申 文图

贫困户在招聘会现场应聘

环卫工在冲洗、擦洗果皮箱、垃圾
桶、路牌、桥梁拉杆、护栏、公交站牌、
便民座椅等城市设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