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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
锋 通讯员 高浩博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汝州市
脱贫攻坚推进会精神，及时查漏
补缺、整改提升、决战决胜年度脱
贫攻坚战，12月11日上午，汝州
市政府副市长范响立来到汝州市

王寨乡大剌湾村，实地走访查看
该村脱贫攻坚工作开展情况，并
对推进“大宣传大排查大整治大
提升”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在大剌湾村的党群综合服务
中心内，范响立逐户查看了贫困
户档卡建立情况，并当场拨通贫
困户电话，询问贫困户的脱贫成

效和帮扶干部“三个一”工作落实
情况。

在贫困户王振营家中，曾经
的泥土房因危房改造项目的顺利
推进已经变成新房。在与范响立
的交谈中，王振营不无激动地说，

“汇爱农牧的产业帮扶使我一年
能赚1400块钱，灌溉渠建设完工
又使5亩玉米的收成翻了一番。
现在，党的好政策还帮助我盖起
了新房子，如果不早日脱贫，对不
起党啊！”

在随后的整改工作推进会
上，范响立指出，坚持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就是要求我
们抓细基础、抓实保障、抓强提
升。脱贫攻坚工作任重而道远、
艰苦而卓绝，我们必须以问题为
导向，充分激发群众参与热情，让
扶贫与扶志、扶智紧密结合，用

“大宣传大排查大整治大提升”工
作的深入开展，助力我市脱贫攻
坚工作的全面提升。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
锋 通讯员 陈闪闪

本报讯 12月10日下午，市政
协副主席张志伟深入煤山街道赵庄
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工地，对三期
安置房建设进度进行实地调研。
煤山街道党工委书记王江发,党工
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孙延武，党
工委副书记、人大工委主任王军
涛及项目施工方有关人员陪同。

在项目施工现场，张志伟听取
了施工方负责人关于该项目整体
推进情况汇报，实地察看了解项目
建设进度，并对项目施工中涉及的
大气污染防治、施工进度、安全生
产等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张志伟指出，安置房建设是
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项目施工
方要严格按照省、市关于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的有关要求，认真落
实施工工地“六个百分百”要求，

严禁出现土石方作业现象，全力
做好裸露地面全域覆盖、洒水等
工作；要强化施工现场安全管理，
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经常性
对施工现场进行安全生产自查检
查，从源头上杜绝安全隐患，确保
规范施工、安全施工。在落实环
保和安全工作的基础上，施工方
要切实抓好工程质量，加快工程
建设进度，统筹安排好施工力量，
确保安置房工程建设快速推进。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降海
新 通讯员 刘振 彭祎鹏

本报讯 12月11日，汝州万
达广场项目签约仪式在市委举
行，标志着万达集团在长江以北
县级城市中第一个布局的购物中
心项目正式启动建设。市长陈天
富、万达集团高级副总裁刘海波
出席仪式。

陈天富对汝州万达广场项目
签约表示热烈祝贺。他说，快速
发展的汝州和120万汝州人民欢
迎万达集团投资汝州。近年来，
汝州市抢抓省全面直管的重大机
遇，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消费

能力不断增强，城市建设日新月
异。全市生产总值在2016年全
省经济社会发展考核排名中位居
第 8位，增速居 10个省直管县
（市）第1位，成功创建为国家园
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海绵城市
建设项目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
奖，并正在向国家森林城市、国家
生态园林城市迈进。万达集团是
世界500强企业，此次签约的汝
州万达广场项目是双方审时度
势、精心谋划的结果，对汝州完善
城市功能、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希望参与服务汝
州万达广场项目的单位和部门特
事特办、一路绿灯，想尽一切办

法、克服一切困难，为项目建设提
供优质服务，为万达集团在汝州
发展创造一流环境，促进项目早
竣工、早投用。

刘海波表示，汝州万达广场
项目对万达集团意义重大。万达
集团看重汝州经济社会的快速发
展，看重汝州市委、市政府开明担
当、求实创新的精神，将携手汝州
市鑫源投资有限公司，全力把汝
州万达广场打造成为业态新、功
能全、品质高的新一代智能化体
验型购物中心项目，全面提升汝
州的城市品位和对外形象，进一步
满足汝州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
待。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伟
恒 通讯员 李高飞 韩小坤

本报讯 12月9日上午，汝州
市副市长焦慧娟前往汝州龙山花
海项目区实地查看工程进度，汝
州市林业局局长鲁武国、米庙镇
党委书记杨守伟陪同参加。

焦慧娟一行先后来到汝州龙
山花海绿之洲及圣锦项目区，听
取了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及企业在
项目建设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焦慧娟强调，龙山花海项目
是我市的重点建设项目，是践行
习近平总书记十九大报告“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发展理
念的最好载体。她要求相关单位
做好服务工作，切实助力项目推
进。

鲁武国要求，施工方要统筹
规划好园区内的道路绿化，停车
场绿化及园区周边绿化。要选择
常绿树种为主，兼具彩色叶树种
和开花树种，乔灌草相搭配的种

植模式开展绿化。停车场及园区
道路建设要符合汝州市海绵城市
发展理念，使用透水效果好的建
筑材料，最大程度地与自然景观
相融合，做到人造景观和自然景
观浑然天成,达到良好的生态效
果和景观效果。

调研后，焦慧娟一行就项
目建设中存在的打井灌溉问
题,坟墓及养殖场迁移等问题，
现场与相关负责同志沟通协调
解决。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
国锋 通讯员 王林

本报讯 12月9日下午，由
河南省文化产业发展研究院和
大河报主办的河南省第三届

“厕所革命”研讨会在郑州召
开。会议围绕“小康不小康厕
所一大桩”的主题，回顾了我国
公共厕所的发展历程，分析总
结现阶段全省各地公厕建设取
得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并就
下一步公厕发展路径进行研究
探讨。

汝州市城市管理局范红超
局长受邀参加研讨会，对汝州
市公厕建设作经验介绍。公厕
建设作为汝州市的“亮点”工
程，曾多次受到省市领导的充
分肯定，获得群众的一致好

评。一是选用老城区沿街党政
机关、事业单位临街门面房改
建为公厕,巧妙化解公厕“选址
难题”；二是规划建设一批“第
三卫生间”，让群众“方便”更方
便，充分彰显人性关怀；三是加
强和规范公厕管理服务，推动
公厕管理由粗放向制度化、精
细化转变,使市民享受到更加
优质的环卫服务;四是城市管
理微信公众号“智慧公厕”正式
上线运行，实现身边公厕“快速
查找定位”。

下一步，汝州市城市管理
局将坚持不懈推进“厕所革
命”，不断创新思路、锐意进取，
探索公厕建设管理新模式，推
动我市公厕建设管理迈上新台
阶、踏上新征程，满足群众日益
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
员 李伟恒 通讯员 平党申

本报讯 12月6日下午，在
省畜牧局医政药政处处长宋元
冬带领下，省畜牧局检查组到
夏店镇检查秋季动物防疫工作
落实情况。夏店镇代表汝州市
乡镇和养殖企业接受了省级检
查。

在夏店镇，省畜牧局领导
随机抽查了汝州市养殖企业代
表夏店镇禹王山养殖场和行政
村代表夏店镇毛寨村、路庄村，
当场采集猪、鸡动物血样，检测
体内疫苗抗体情况。

在夏店镇禹王山养殖场，
省畜牧局检查组现场监督采集
猪血样本30份；在毛寨村12
村民组，省畜牧局钱勇科长身

穿防护服，从散养户采集鸡血
样本30份；在毛寨村，省畜牧
局检查组现场督导防疫员从散
养户采集猪血样本20份。

夏店镇党委、政府高度重
视此次省秋季防疫检查工作，
该镇党委书记李秋生、镇长焦
慧涛专门对此次检查进行了安
排部署，抽调主抓副镇长霍世
杰全程陪同防疫检查。在抽血
过程中，夏店镇3名动物检疫
员克服困难，不怕脏，不怕累，
认真按照省畜牧局领导要求，
走村入户，积极协助省局领导
到企业和散养户家中完成了夏
店镇散养猪、散养鸡抽血任
务。夏店镇党委、政府和有关
人员的积极配合，保证了秋季
防疫检查工作的顺利进展，受
到了省畜牧局领导的好评。

汝州万达广场项目签约仪式举行

范响立到大剌湾村
走访查看脱贫攻坚工作

市领导实地调研
赵庄棚户区改造安置房建设项目

焦慧娟到龙山花海项目区调研

省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
验收组
到夏店镇检查工作

省畜牧局有关部门领导
到夏店镇检查工作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
伟恒 通讯员 平党申

本报讯 12月6日上午，在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成员
张秀梅带领下，河南省农村生
活垃圾治理工作验收组到夏店
镇检查指导工作，汝州市委常
委、统战部长张剑奇，汝州市委
农办主任张军胜，夏店镇党委
书记李秋生、镇长焦慧涛等陪
同检查验收。

夏店镇是汝州市唯一全域
接受省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
验收的乡镇。在夏店镇，省检
查组兵分三路，分别深入到夏
店镇20个行政村，分别听取了
各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汇报，

对各村人居环境整治制度建
设、村委会环境卫生、大街小巷
两侧卫生、游园环境、垃圾兑换
点设置等情况进行了仔细检
查。张秀梅自带一组，深入到
夏店镇磨庄村、八里王村、西湖
村、路庄村、陈庄村、毛寨村、夏
西村等村进行检查验收。每到
一村，她都详细询问所在村人
居环境卫生整治开展情况，实
地查看各村大街小巷环境卫
生。在夏店镇政府，张秀梅一
行认真检查了夏店镇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档案，对夏店镇高度
重视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农村
生活垃圾治理工作成效明显，
给予了充分肯定。

让群众“方便”更方便
河南省第三届“厕所革命”研讨会召开
汝州市城市管理局范红超局长受邀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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