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广电网络建设的智慧
党建系统，是一个开放、智能、高
集成度的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充
分利用现有广电传输网络，以数
字电视机顶盒为主要终端，手机
等移动终端为补充，主要功能有
三务公开、党员活动、党员教育、
村级管理、结亲连心、百姓心声、
视频会议、会议直播、宣传视
频。可以有效解决一部分年老
体弱、文化程度偏低、不熟悉网
络的党员群众学习、教育、组织
难的问题。并能有效解决党务、
政务、村务公开渠道较窄，普通
党员对三务工作的知情权、参与
权、监管权落实不到位，党组织
服务基层党员“最后一公里”不
通等问题。

“雪亮工程”（因为“群众的
眼睛是雪亮的”，所以称之为“雪
亮工程”）是综治信息平台，是将
社区的视频监控移植到机顶盒
和手机上，将视频公共资源开放
给社区居民，实现群防群测，发
动群众参与社区平安建设工
作。居民在家中即可随时了解
本社区的安全状况，实现平安城
市的创建工作人人参与，共建平
安社区。如果居民一旦发现安
全隐患，通过机顶盒遥控器进行
报警。社区值班室屏幕上会立
即显示报警家庭信息，值班人员
可立即赶到处理，同时还能调取
事发现场周边的监控资源并推

送给各执法管理部门。发动社
会力量和广大群众共同观看视
频监控，共同参与治安防范，从
而真正实现治安防控“全覆盖、
无死角”。

远程挂号是通过机顶盒能
够实现看病挂号功能，现已和市
人民医院挂号系统取得联接，当
居民选择科室和医生并填写身
份证手机号码后，会收到就诊的
短信通知。以后还会联通其他
医院的挂号系统，逐步联接省级
和省外的医院。

健康小屋是居民在社区健
康小屋自助式体检设备上刷身
份证进行体检后，健康小屋设备
会针对每一个居民建立一个单
独的健康档案，居民可以通过家
中的机顶盒进行健康档案、健康
数据、健康建议等相关健康数据
的查询。便于居民及时了解自
身的健康状况，实现健康的自我
管理，引导居民健康生活，提升
社区的整体健康水平。健康小
屋系统在预防和控制社区老年
人的高血压、高血糖等慢性病，
有着显著的作用。

主要是将与居民生活息息
相关的各类信息和各类查询功
能对接到机顶盒，服务于居民
的生活，为居民的衣食住行等
提供简单便捷的服务。主要包
含了公交信息、违章查询、天气

预报、房产租赁信息等，满足居
民的生活需求。社区超市是本
地化的 O2O 平台，就近选择商
超，打造500米生活圈。居民通
过机顶盒遥控器购买生活用
品，支持线上或线下支付，免费
送货上门。

社区新闻、图说社区、公示
公告、基层组织等，主要是针对
居民的一些信息的公开。能够
让居民及时准确了解社区的相
关通知、活动以及居民参与的社
区事务，增加社区与居民的互动
和联系紧密性。印象汝州包含
风光片、风土人情等内容，可增
强居民对家乡的认知和热爱。

实现了家庭点餐、社区签约
医生、一键签到等功能。居家养
老实现在家预约各种服务，主要
分为生活照料、精神慰藉、法律
维权、医疗保健等4大类。居民
可以在家中通过机顶盒实现各
项服务的预约，网格化平台能够
及时获取到居民的居家养老需
求，社区和物业就可以及时进行
上门服务，增加对社区老人的关
爱和帮助。

社区的独居老人通过一键
签到让管理者放心，家政保洁、
点餐、医疗都大大方便了老人的
生活，同时可以清楚地让社区居
民知道自己所享受到的一些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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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
国锋 李伟恒 通讯员 平党申

本报讯 2月2日，在邓州
市人大城建环资委主任郭合新
的带领下，省脱贫攻坚交叉考
核组来到夏店镇，对夏店镇甄
窑村脱贫攻坚开展情况进行了
考核。汝州市委常委、组织部
长张伟，汝州市委常委、统战部
长张剑奇，汝州市副市长焦慧
娟陪同了考核活动。

据悉，甄窑村位于夏店镇
北部深山区，交通不便，耕地多
为山坡地，水资源缺乏，农作物
靠天收，为省级深度贫困村。
该村有8个村民小组，305户，
1322人，1100亩坡地。建档
立卡贫困户 192 户，946 人。
其中 2017 年脱贫 47 户，263
人，未脱贫户102户，480人，
汝州市信访局为该村驻村帮扶
工作队。

考核组深入到夏店镇甄窑
村，用一天时间，分组走访了甄
窑村20户贫困户和5户非贫
困户，认真考核了该村贫困户
精准识别和退出、帮扶措施、帮
扶成效等情况，逐项考核了该
村产业扶贫、转移就业、健康扶
贫、易地搬迁、危房改造、教育
扶贫、社会保障兜底、基础设施
建设等扶贫政策落实情况，逐
户征求了被调查群众对当前国
家脱贫攻坚工作的意见和建
议。在夏店镇政府，考核组分
为资料组和座谈组进行考核，
资料组逐项仔细查看了夏店镇
甄窑村脱贫攻坚乡档等档案资
料，座谈组座谈了夏店镇主要
领导、驻村工作队长、镇包村责
任组长、甄窑村两委会负责人
和镇有关站所负责人，对镇村
两级脱贫攻坚责任人关于脱贫
攻坚政策知识和有关扶贫措施
执行情况进行了考核。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
锋 降海新 通讯员 丁亚伟 文图

本报讯 2月1日上午，汝州
市洗耳河街道举行南关社区智
慧社区试点项目开通仪式。汝
州市领导郭杰、杨英武、余占营、
潘广臣及市委组织部、洗耳河街
道、市广电总台、南关社区干部
群众参加了仪式，与会领导共同
启动项目开通水晶仪，并观看了
技术人员的现场演示。

“智慧社区装好了，在家打
开电视啥都能弄，买个菜看看价
钱，让直接送到家。出去了拿着
手机，随时都能看看家门口的情
况，出去玩也能放心。”当天上
午，南关社区党支部副书记魏顺
强对社区里的老年巡逻队员开
始了宣讲。巡逻队员老王高兴

地说：“在咱小区住着，每天可以
到广场散散步，健健身，现在还
能通过手机看看咱小区的情况，
看看我巡逻积了多少分，真方便
……”

南关社区是汝州市第一个
启动实施的棚户区改造项目、第
一个建成投用并实现居民回迁
的小区。从2016年12月14日，
首批居民回迁以来，社区两委会
以抓党建促工作，带领社区群众
积极投身社区建设，经过一年多
的实践，现在的南关社区已成为
全市社区建设中的佼佼者。去
年，全省百城建设提质工程现场
会，南关社区是唯一一个代表汝
州市的棚改项目。去年以来，先
后有百余个省内外县市区观摩
团队到南关社区，观摩学习社区
党建、棚改及社区管理经验。

2017年，洗耳河街道办事
处和该市广电总台多次组织人
员到苏州、北京、福建等地考察
智慧社区创建。去年十月，确定
汝州智慧社区首个试点项目在南
关社区花园A区进行，经过技术
人员的艰苦努力，项目终于建成。

据了解，南关社区是河南省
第一个广电智慧社区。智慧社
区项目分为智慧党建、安防监
控、智慧健康、便民服务、美丽社
区、居家养老六大功能板块。智
慧社区项目的建成投用，将加快
数字化应用向智慧化应用迈进，
促进汝州现代公共服务体系和

“智慧汝州”、新型城镇化综合试
点建设，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
区治理格局，极大地满足广大人
民群众的实际需求，提升生活品
质。

从智慧党建、安防监控到智慧健康、居家养老

汝州建成我省首家广电智慧社区

智慧社区到底“智”在何处？

省食安委考核督查
汝州市食品安全工作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
伟恒 通讯员 何乐锋

本报讯 1月30日~31日，
以省教育厅副厅级干部贾正国
为组长的省政府食安委第二考
核督查组一行六人，对汝州市
2017年食品安全工作开展年
度考核，并对春节及“两会”期
间食品安全工作进行督查指
导。汝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刘鹏等陪同考核。

考核组通过听取工作情况
汇报、查阅台账资料、实地检
查、现场反馈等方式，对汝州市
食品安全工作开展现场考核。
刘鹏向考核组作了2017年汝
州市食品安全工作情况汇报。

1月30日上午，考核组实

地检查了汝州市九兴牧业有限
公司、汝州市第一高级中学、华
予商贸等单位以及骑岭乡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所，全面了解汝
州市食品安全工作的现状，并
针对目前春节期间的饮食消费
安全，进行了专项督导。

在考核反馈会上，考核组
一致认为，汝州市委市政府一
年来在食品安全工作方面措施
保障有力，体制机制完善，监管
工作到位，对汝州市2017年度
食品安全工作取得的成绩表示
肯定与赞赏，也指出了存在的
问题，并就2018年的工作提出
了工作意见建议。

刘鹏表示，全市各级各部
门一定按考核督查组的要求配
合好、落实好相关工作。

汝州市以慈善帮扶
助推福利事业发展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
员 雷振东

本报讯 春节前夕，汝州市
在全市大力开展了“送温暖、献
爱心”活动和“一张纸献爱心行
动”，在全市大力营造了关注生
活困难人员，关注先心病、白血
病患病儿童，献出自己一份爱
心的浓厚捐助氛围。

此次捐助以捐款为主，也
可捐助棉衣、棉被等御寒物品，
捐助活动结束后，经常性的捐
助活动照常进行。为保证捐助
活动的有效进行，汝州市民政
局制定了方案计划，明确了捐
助渠道，协助市财政局开设了
市统一捐助账号，捐助人捐款
成功后，可凭银行的缴款单，到

市民政局爱心受理与慈善推进
办公室开具财政专用收据；棉
衣、棉被等御寒物品的捐助，由
市民政局社区服务中心负责接
收、整理、消毒、储存等工作。
市有关各部门各司其职，做到
捐助款物接收有序、活动宣传
氛围浓厚。对捐助款物的接收
和发放要做到账目清楚、手续完
备、张榜公示、登记造册、公开发
放。严格落实公示制度，捐助结
果通过媒体及时向社会公开，保
证有限的捐助款物真正用到救
助困难群众生活和治疗先心病、
白血病患病儿童身上。

截至目前，送温暖活动已
捐款 476121 元，一张纸献爱
心行动已捐款75090元，捐助
活动还在进行当中。

夏店镇迎考
省脱贫攻坚交叉考核

相关链接

南关社区智慧社区试点项目开通仪式现场 市领导察看智慧社区项目

一、智慧党建

二、安防监控

三、智慧健康

四、便民服务

五、美丽南关

六、居家养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