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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王丹涛

本报讯 为弘扬“忠诚
为民、团结拼搏、担当奉献、
务实创新”的大局精神，寻
找、发现身边的好人好事，
形成为民、团结、担当、创新
典型的良好风尚，汝州市城
市管理局自去年12月底在
全局范围内开展“争当城管
模范星”评选活动。2月 2
日下午，汝州市城市管理局
组织开展了“争当城管模范
星”演讲评选比赛活动。

据了解，评选活动自开
展以来，广大干部职工积极
参与和支持，共收到单位推
荐表76份，经过一个月多
的专家评审、网络投票等环
节共选出21名选手进入本
次演讲比赛环节。

选手们通过精彩演讲，
与大家交流了学习心得和
经验做法。局各二级机构
党政正职、派驻中队长、机
关科室全体人员120余人

观看了演讲比赛。市委宣
传部副部长王留剑、市广电
总台副台长娄亚娜、市信息
中心副主任马亚飞亲临现
场指导并担任评委。

演讲中，21名选手紧扣
“忠诚为民、团结拼搏、担当
奉献、务实创新”的主题，结
合十九大精神的学习和自
身工作经历，畅谈如何在新
时代做一名优秀的城市管
理卫士，讲述对城市管理工
作的所干所思所感，并代表
各自单位发出了“不忘初心
护汝州，牢记使命促发展”
的铮铮誓言。

此次演讲比赛，进一步
激发了全市城管系统干部
职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
的热情，激励大家更加充分
认识加强城市管理工作的
重大意义，在党的十九大精
神的引领下，以满腔的热情
和敢于担当的勇气，努力建
设干净、有序、和谐、宜居新
汝州。

“争当城管模范星”
评选活动圆满结束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伟恒 通讯员 王首道

本报讯 2月1日，小屯
镇商会暨工商界人士2018
年联谊会召开，市委常委、
秘书长李涛，市住建局局长
裴学文，安监局局长张红
伟，小屯镇全体班子成员，
小屯的企业家及商界精英
参加了联谊会，共同庆祝小
屯商会成立一周年。

联谊会首先共同观看
了公益微电影《成功不必背
井离乡》《汝州市招商引资
专题片》和《咬定青山不放
松直面改革立新功——小
屯2017工作专题片》，承担
小屯镇全域规划的王牌智

库副总裁陈琳在现场对小
屯镇的未来发展勾画了美
好的前景。

小屯镇党委书记刘红
涛致辞。重点谈了三点感
受、三点希望，希望小屯商
会一如既往地关心家乡建
设，投资建设家乡，继续积
极支持家乡镇区建设、乡村
振兴和慈善事业，与党委政
府共同谱写小屯发展新篇
章。

李涛希望小屯商会乘
风破浪、勇往直前，市委、市
政府会一如既往地关心支
持小屯镇的发展，为企业

“多办事、办实事、办好事”，
让小屯镇的企业取得更大
的成绩。

小屯镇商会暨工商界人士2018年联谊会召开

商会与政府携手
继续谱写小屯发展新篇章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郭永涛

本报讯 为使汝州市2018年参
加春运车辆安全有序运营，2月1
日，市交通运输局主任科员孙红伟
代表局党组带领交通运输春运小组
对全市参加春运的客运企业进行督
导，确保该市2018年春运工作有力
开展。

督导组一行通过听取各客运企
业落实局印发的《汝州市交通运输局

关于认真做好2018年春节运输工作
的通知》《汝州市交通运输局2018年
春运应急预案》的文件及开展情况、
现场观看检测仪“三品”的查堵情况、
随机抽取参运车辆GPS动态等方式
进行督查，对春运实施方案落实不彻
底及存在安全隐患的运输企业，责令
立即贯彻和当场整改。

春运期间，车流量明显增多，汝
州市交通运输局高度重视、周密组
织，按照“安全第一、保障有力、方便
快捷、服务至上”的总要求，根据市

2018年春运工作领导小组的安排
部署，迅速制定2018年春运实施方
案。对参加春运的车辆进行严格安
检，严禁不符合规定的参运车辆和

“三无”驾驶员上路；加大稽查力度，
严厉打击破坏客运市场秩序的非法
行为和违章行为；进一步完善春运
工作协调机制，积极协调交警部门
做好联网联控，提高服务质量，排查
安全隐患；做好统计，强化坚守岗位
制度，加强宣传，全面做好2018年
汝州交通运输行业的春运工作。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高
明哲 韩笑

本报讯 2月5日，记者获悉，汝
州市供电公司提前部署，多举措做
好春节保电工作，保障春节期间全
市电力可靠供应。

该公司制订了详实的保电方
案，提前对35千伏、10千伏线路和
变电站内一、二次设备进行全面巡
视，及时发现并消除存在的安全隐

患；结合近期配电台区的运行状况，
重点对重过载、低电压、三相不平衡
等问题进行治理，制订“一线一策”

“一变一策”方案，杜绝配变烧损造
成居民供电中断现象发生；根据近
期及往年春节电网运行特点，编制
应急预案，提高应对雨雪、大风等恶
劣天气的应变能力和应急响应速
度；严格按照政府部门批准的有序
用电方案和“保民生、保重点”的要
求，把居民生活用电放在首位，并优

先保障医院、学校、铁路、煤矿等涉
及公众利益和社会稳定等重要用户
用电需求；34支208人的抢修队伍
时刻待命，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
度；做好各项应急物资准备与备品
备件，加强运输车辆运行维护，确保
抢修车辆状态良好，抢修工器具和
物资充足，确保市民在春节期间用
上满意电、放心电。

汝州市供电公司：
全力备战春节保电工作

本报讯“老亓，回来了？”2月1
日上午，亓建文刚从单位办完事回
到村口，就被迎面而来的村民们热
情地招呼着。

亓建文是山东人，2007年作为
引进人才来到汝州市人民法院，担
任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
2015年11月，亓建文经组织选派到
米庙镇于窑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米庙镇于窑村位于汝州东北
部，距市区17公里，全村共有141
户人家，是贫困村。1998年以来，
村里吃水日渐困难，152米的深水
井都解决不了村民的吃水问题，耕
地全是“望天收”；每到雨季，村民居
住的老窑洞让人担忧……

亓建文刚来于窑村为了尽快上
手工作，他认真学习省、市、县扶贫
政策，熟悉扶贫精神。白天，村民大
多不在家，晚上，他打着手电，带领
工作队员挨家挨户走访调查。

经过走访，他发现村组干部推
荐的贫困户有18户明显不符合贫困

户认定条件，特别是有3户竟然是现
任村干部的家属。长期从事法律工
作的他，深知坚持公平正义对于做
好群众工作的重要性。于是，他召
集村干部会议明确表示，要严格按
照国家扶贫政策要求和贫困户识别
标准，一杆尺子量到底。通过会议
动员、个别谈话和逐个做思想工作，
三个村干部家属首先退出贫困户。
最终，经过“四议两公开”等形式公
开认定了全村72户贫困户。村民们
对亓建文和工作队心服口服。

“当干部最重要的是要坚持一
颗公心，这样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
任。”亓建文说。

亓建文刚到于窑村之初，村部没
有办公场所，开会议事十分不方
便。亓建文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建村部需要资金、需要土地。没有
资金自己筹，流转土地，他就带着村
干部们给群众讲政策，做思想工作，
最终几户村民全部满意地签了土地
流转合同。

在建村部的过程中，为了现场解
决问题，他常常深夜往返于住处和
施工现场。经过几个月的日夜奋
战，于窑村党群综合服务中心建成
了，党员群众有了家。同时，亓建文
和村干部们还想方设法筹集资金，
不断改善村民们的生活环境，在村
里修建了文化游园，让村民有了日
常娱乐休憩的场所。此外，亓建文
协调资金80多万元，建成连接于窑
村东沟、西沟两个自然村的大桥；协
调资金30余万元，在村里修建了
2000余平方米的文化广场，配套建
设围墙、公共厕所、篮球场、文化凉
亭、乡村戏台、健身器材等，于窑村
村容村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群众生活环境好了，精气神也足了。

于窑村作为半山区贫困村，亓
建文思考更多的是如何为村里找到
致富门路，让村民尽快脱贫致富奔
小康。经多方论证和协调，将河南
豫龙织带有限公司引进于窑村，在
村部西侧建成900平方米的标准化
厂房。同时豫龙织带公司以此为基
础，又投资了500余万元在于窑村
建织带公司新厂，购置生产设备包
括绕线机、编织机、打绳机等。新厂
建成后，将带动于窑村及周边村村
民就业，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找到
挣钱的门路。

为了村里的工作，亓建文吃在
于窑村，住在于窑村，三年多的时间
里他很少回山东老家与亲人团聚。
但谈起于窑村的村情和村民家庭大
小事儿，亓建文却如数家珍。

入村几年来，亓建文从一个年
轻帅气的小伙，变成了一个满头白
发的“小老头”，可他却一步步地走
进了村民的心中。说起亓建文的变
化，村民们心疼地说：“俺村现在变
美了，可亓书记却变老了！俺打心
眼儿里感激他！”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穆振川 袁
明明

本报讯 2月1日下午，
汝州市焦村司法所和驻村工
作队全体职工积极组织参加

“红色文艺轻骑兵”新春走基
层活动。

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
部、文广新局、群众艺术团、
文化志愿者艺术团联合举

办，旨在发扬文艺轻骑兵精
神，为新春佳节营造团结奋
进的舆论氛围，激发全市人
民凝心聚力创造幸福美好
生活的信心和决心。

活动安排有歌曲、豫
剧、管乐、舞蹈等精彩节目，
极大地丰富了靳村群众的
文化生活，老艺术家们还现
场免费书写春联、字画等，
共计110余幅，为靳村贫困
群众带来新春的美好祝福。

用一颗公心换取老百姓的信任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员 赵红旗 温红梅 文图

汝州市交通运输局对参加春运的客运企业进行督导

确保2018年春运工作安全有序

亓建文慰问贫困户

亓建文任米庙镇于窑村第一书记 建村部、筹资金 帮助村民脱贫致富

焦村司法所组织参加
“红色文艺轻骑兵”
新春走基层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