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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平党申 文图

本报讯 1月8日，汝州市夏店
镇党委、政府制定出2018年奋斗

目标和工作重点。新的一年，该镇
将以“经济强镇、烟叶大镇、旅游名
镇”为工作目标，打好能源开采、烟
叶生产、全域旅游“三张牌”，建设

“生态夏店、厚德夏店、幸福夏店”。

据了解，2018年该镇将把工
作重点转移到实施“112、335、
668”工程上，通过扎实推进“一矿
一园二区”建设，确保夏店煤矿、镇
区文化游园、北部山区环线旅游、
中部生态农业旅游观光园区投入
使用，呈现特色；扎实推进“三路
三企五支柱”建设，确保关湾线、
坊庙线、镇区南环三条道路完成
升级改造和通车，做大做强汝州
市重点项目华扬农牧、汇捷农牧、
许继风力发电三家企业，重点扶
持烟叶、畜牧、林业、务工、旅游五
大支柱产业；扎实推进“六林六村
八中心”建设，确保廊道绿化林、
经济林、荒山造林、矿区植被保护
林、抚育林、国家储备林落到实
处，确保六个省级贫困村完成脱
贫攻坚任务，确保党建、环保、脱
贫攻坚、安全生产、信访稳定、媒体
应对、文明创建、工作作风八项中
心工作上台阶。

建设“生态夏店、厚德夏店、幸福夏店”

夏店镇着力打好“三张牌”

本报讯 连日来，纸坊
镇创新措施，强化治理，坚
持停产到位、巡查到位、整
改到位、奖惩到位，全力打
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截至目前，该镇集中拆
改燃煤设施21家，依法取

缔小散乱污企业40家，停
产整改加油站点9家，清理
整改养殖企业18家，大气
污染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
成效。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
员 李伟恒 通讯员 闵振安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张晓冰

本报讯 近日，临汝镇人民政
府积极组织汝州市国土资源局土
地执法大队、“双违”整治办公室、
临汝镇国土资源所等部门 70余
人，采取联合执法集中行动，通过

拔“钉子”、清“障碍”，为临汝镇拆
违工作开好头、铺好路。

经过周密部署，当天上午 9
点，各行动小组按照职责分工，迅
速行动，对涉及彦张村、东营村和
临北村的4处共计3200平方米的
违法建设进行彻底拆除，当天下午
4点，4处违法建设全部拆除完毕。

临汝镇政府的此次集中拆违
行动，加大查控违法建设工作力
度，维护了永久性基本农田保护秩
序。下一步，临汝镇党委政府将始
终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违法建
设行为，持续加大对违建行为的巡
查和打击力度，为镇区发展提供更
加优良的环境。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韩笑 王欢欢

本报讯“你们在上台架前，一
定要对安全带的安全可靠性进行
检查，确保人身安全。”1月8日，汝
州市供电公司安全监督员黄伟民
在蟒川毛洼光伏工程台架组装施
工现场说道。这是该公司加强安
全监督开局谋划安全的一个缩影。

新年伊始，该公司各项工程进

入重点推进阶段，特别是农配网工
程及检修作业现场明显增加，为确
保安全生产，该公司成立了安全监
督、工程质量及技术监督和反违章
监督三个安全检查督导组，重点对
停电检修作业工作票、操作票是否
齐备，安全帽、安全遮栏等安全措
施是否到位，工作班成员是否知晓
危险点，习惯性违章以及配网工程
的施工工艺和工程质量进行安全
巡查监督，确保各级安全责任落实

到位、安全规程宣贯到位、安全措
施执行到位。通过巡查监督，增强
施工作业现场工作人员的安全意
识、防护意识，紧绷安全弦，筑牢安
全生产基础，为公司安全工作开好
局。

截至目前，该公司安全检查督
导组共巡查监督施工作业现场16
个，发现并消除问题6项，其中查
处严重违章行为一项，下发安全督
办单一份，并已整改到位。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伟恒
通讯员 赵时康

本报讯 1月6日下午，汝州市
青少年校外体育活动中心成立研
讨会在市政府三楼会议室举行，河
南省体育局竞体处处长李岩、省体
育运动学校校长宋振启、省体育局
青少处副处长彭刚、武汉体育学院
柳鸣毅专家团队应邀出席，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王沧海、市政府副市
长张平怀、市政协副主席韩自敬、
市教体局局长朱同正和汝州市教
育界、体育界的相关人员参加了研
讨会，研讨会由朱同正主持。

朱同正对各位领导和专家学
者的到来表示感谢，介绍了汝州市
青少年体育工作的开展现状和举
办此次研讨会的目的。王沧海致
欢迎词，他介绍了汝州悠久的历史

和灿烂的文化，以及蓬勃发展的体
育事业，希望大家为汝州青少年体
育的发展贡献智慧。随后，与会领
导和专家学者纷纷发言，共同探讨
汝州市青少年校外体育活动中心
组建和发展方向。张平怀做总结
讲话，他强调了汝州市青少年校外
体育活动中心成立的必要性和重
要性，要细化好、谋划好、落实好青
少年校外体育活动中心建设。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伟恒
通讯员 韩少伟 张华汝

本报讯 1月8日，记者从汝州
市林业局获悉，随着汝州市廊道绿
化面积的不断增加，林业有害生物

的种类及危害面积也扩大了，为及
时掌握虫情危害，做好防治预案，
该市森防站专业技术人员近日起
对全市开展越冬虫情调查工作。
汝州市森防站专业技术人员将陵
头镇作为监测第一站，在乡镇兼职

测报员的配合下，经过三天的调
查，在土壤中采集越冬蛹23头，其
中活蛹16头、死蛹7头。森防站工
作人员认真记录调查结果，并将持
续跟进虫情发展趋势，做好下一步
防治工作。

本报讯 近日，骑岭乡
扎实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
大整治活动。由各分管领
导带队，乡安监办、综治办、
食药所、工商所等部门密切
配合，联合执法，组织开展
了危险化学品安全、工矿企
业安全、人员密集场所（包
括超市、网吧、景区、养老
院、学校、宗教场所等）安
全、道路交通安全、建设施
工场所安全、危房安全、消
防安全等行业领域安全大
检查大整治活动。

对排查中存在的问题，

能立即整改的问题隐患，责
令现场整改到位，对不能立
即整改的，由乡政府下达限
期整改通知书。之后由乡
督查办、安监办全程跟踪
督办，直到消除安全隐患
为止；另一方面启动安全
隐患“一案双查、一案多
查”，“党政同责、一岗多
责、齐抓共管”责任制，由
乡督查办对照督办制度督
查不作为的干部，依纪依规
追责。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
员 王国锋 通讯员 高亚锋

本报讯 1月3日，焦村
镇召开了安全生产大检查
大整改紧急动员会。全体
机关干部、各站所负责人、
各行政村支部书记、村主
任、安全协管员、各企业负
责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主抓安全生产工
作的焦村副镇长雷文甫对
本镇的安全生产工作现状
及冬季大检查情况向大家

进行了通报，并安排了春节
前夕的安全生产工作。镇
长席增涛对全镇的安全生
产工作进行了强调。他指
出，安全生产工作要做到

“四个到位”，即认识到位、
措施到位、责任到位、督查
到位，要求各村各单位要抓
紧时间迅速行动。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
员 李伟恒 通讯员 焦玉昌

本报讯 近日，寄料镇
举行农村“基层党建、人居
环境、扶贫攻坚”综合观摩
评比活动。党政班子成员、
各工作片片长及34个行政
村党支部负责人等60余人
参加了此次观摩活动。

观摩结束后，寄料镇立
即召开了观摩评比总结暨
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会
议。寄料镇党委副书记、镇
长郑岩峰主持会议。会上，
寄料镇党委副书记王永平
同志通报了此次观摩情
况。桑树坪村、磨石村等观

摩中涌现的先进村在会上
进行了典型发言；高庙村党
支部书记曹建国、李店村党
支部书记陈周、卫生院党支
部书记郑向利作为支部书
记代表向大会作了述职。

寄料镇党委书记李建
锋对基层党建、脱贫攻坚、
人居环境等观摩情况进行
了点评，要求各党支部要充
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精诚
团结，不断创新，谋划好
2018年的工作。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
员 李伟恒 通讯员 王召霞

毛寨村游园

本报讯 第二届“鸿开
杯”平顶山—南阳象棋对抗
赛日前在汝州市公交公司
举行。

对抗赛分为名人组和

专业组，共有领队、教练、选
手30多人参加。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
员 李伟恒 通讯员 张光
利 王智广

本报讯 1月3日上午，
汝州市夏店镇党委、政府召
开党政班子会议，会上传达
了市安全生产紧急会议精
神，对全镇各领域安全生产
工作进行了统一安排部署。

镇党委、政府决定近期
对全镇森林防火、肉制品经
营、人员密集场所、工矿企
业、农用交通工具的使用、
煤气使用、大功率电器使用
和在建施工工地安全生产
措施等领域安全情况进行

一次大排查。为确保将安
全生产工作落到实处，镇党
委、政府研究制定了《夏店
镇开展春节前后安全生产
大检查实施方案》，进一步
明确主体责任，达到各行
业、各领域全覆盖，彻底排
查安全隐患。要求发现问
题及时整改，警钟长鸣，坚
决把各类隐患消灭在萌芽
状态，防患于未然。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
员 王国锋 通讯员 平党申

汝州市举办青少年校外体育活动中心成立研讨会

助力汝州青少年体育发展

临汝镇严惩非法侵占基本农田

汝州市供电公司：加强安全监督保安全

汝州市森防站做好越冬虫情监测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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