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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旅游产业打造成为全市新的经济增长点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郝鹏胳 文图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国家、省
旅游业转型发展工作会议和汝州
市委七届三次全会精神，加快汝
州市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工作进程，日前，汝州市创建国家
全域旅游示范区工作推进会召
开。市政府副市长张平怀，市政
协副主席张耀峰，市旅游局局长
李慧娟出席会议，会议由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王沧海主持。各乡
镇、街道和市直各有关部门分管
负责同志，各旅行社、星级宾馆、
饭店、景区等涉旅企业负责人共
同参加了会议。

会议回顾总结了一年来全市
创建工作情况，安排部署2018年
的创建工作，进一步明确全市旅
游业发展的基本思路和工作重
点，统一思想，明确任务，确保
2018年各项目标圆满完成。同
时，会议表彰了2017年度汝州市
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工作中
涌现出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并为先进单位进行颁奖。

张平怀说，近年来，市委、市
政府以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
为抓手，努力将旅游产业打造成

为全市新的经济增长点，全力塑
造“汝瓷之乡，曲剧故里”的旅游
形象。2017年，全市共接待游客
292.2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3.1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30.86%、
58.2%，增幅连续多年保持在
15%以上，多次被评为全省旅游
工作先进单位。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张平怀
详细分析了全域旅游发展进程中
存在的旅游品牌不响、项目推进
不快、工作落实不力等问题，他表
示，针对这些问题，各个乡镇、街
道要加大对旅游产业发展重视力
度，正确对待现存问题，冷静分
析，对症下药，拿出切实可行的办
法加以解决。当前，全域旅游已
经上升到战略层面，多地市相继
出台了支持旅游产业发展的多项
政策措施，汝州也在去年印发了
《关于加快旅游产业发展的意见》
和《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
作实施方案》。他表示，我们一定
要抢抓机遇，真抓实干，形成发展
全域旅游的强大合力，确保今年
各项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争取明年顺利通过验收。

随后，张平怀从围绕创建目
标，努力补齐短板；围绕旅游供
给，丰富产品体系；围绕创响品
牌，突出旅游宣传；围绕全域发
展，完善服务体系四个方面对下
一步工作进行详细安排部署。他
强调，旅游产业是名副其实的朝
阳产业、民生产业、富民产业。全
市上下务必进一步增强使命感、
责任感和紧迫感，咬定目标，埋头
苦干，将任务层层细化分解，落实
到具体部门、具体人员，落实到每
个领域、每个环节，做到层层有人
抓，环环有人管，事事有人做，树
立“一盘棋”思想，主动为全域旅
游搞好服务，形成人人关心全域
旅游、人人支持全域旅游、人人推
进全域旅游的强大合力。

王沧海指出，各单位、各部门
要认真传达贯彻会议精神，迅速
将会议各项要求落实到实际工作
中去。各相关单位要切实行动起
来，结合自身实际，将各项措施落
到实处。全市旅游系统要统一思
想，真抓实干，加快各项工作推进
力度，争取早日创建成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

去年汝州旅游综合收入3.1亿元
赵俊杰到夏店镇调研脱贫攻坚工作时要求：

张伟到寨湾村和于窑村调研指导脱贫攻坚工作时要求：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杨松播

本报讯 4 月 8 日，市委常
委、组织部长张伟，市法院党组
书记、院长杨长坡到汝州市大峪
镇寨湾村和米庙镇于窑村调研
指导脱贫攻坚工作，通过召开座
谈会、实地查看等方式为贫困村
脱贫致富把脉问诊、出谋划策。
市委组织部、市法院、市扶贫办、
市农业局、市林业局、市水务局、
大峪镇、米庙镇等部门相关负责
人陪同调研。

在大峪镇寨湾村，张伟一行
深入花椒种植基地，实地查看了
已栽种的花椒树苗。召开的座谈
会上，汝州市委组织部驻村第一
书记李进红汇报了寨湾村目前扶
贫工作的进度、扶贫产业开展情
况以及扶贫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
下一步工作打算。张伟指出，一

是要抓党建促脱贫，发挥党建引
领作用。依托村支部换届完成的
契机，充分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
作用。二是要转变作风，细化工
作。扎实开展各项扶贫工作，寨
湾村贫困群众的情况要做到心中
有数。三是要努力发展产业，突
出特色和亮点。

随后张伟一行又来到米庙镇
于窑村，张伟对于窑村近期的各
项扶贫工作给予了肯定，并表示
到于窑村开展调研扶贫工作将
常态化，会不定期到于窑村，深
入了解于窑村的各项扶贫工
作。对于今后的扶贫工作张伟
强调，一是要理清思路、明确目
标、确定方向，大力发展工业、农
业、旅游业，壮大于窑村集体经
济和多渠道增加贫困户收入。

二是重点发展旅游业，打造绿
色、生态旅游，积极引进田园综
合体、户外拓展等项目。大力发
展红薯、花生、石榴等种植项目，
打造出石榴村、石榴寨，树立村
品牌效应。三是农业、医疗、水
利等行业部门的扶贫政策要向
深度贫困村倾斜，全力助推深度
贫困村如期脱贫。四是党员要
做好先锋模范作用，职责明确，
积极调动贫困户的内生动力，争
取早日脱贫致富。五是依托易
地搬迁、产业扶贫等扶贫政策，促
进贫困户长期稳定增收，千方百
计降低深度贫困村贫困发生率。
张伟一行实地查看了于窑村农田
水利维修养护工程施工现场，详
细了解了工程进度，现场解决施
工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努力发展产业，突出特色和亮点

市环境攻坚办

对多项重点工作进行再部署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杭高博

本报讯 4月8日，汝州市
环境攻坚办召开大气、水、土
壤三大攻坚战重点工作汇报
会，围绕大气、水、土壤污染防
治重点对下步工作进行再部
署。

会议分析了目前全市大
气、水、土壤环境形势，相关人
员汇报了近期大气、水、土壤污
染防治工作计划。

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办
副主任、环保局长陈万幸指
出，目前全市环境污染防治形
势依然严峻，各项指标与去年
同期相比有下降趋势，打好三
大环境攻坚战一刻都不能掉
以轻心，必须逐分逐秒进行关
注和管控。

他表示，大气污染防治方
面，要围绕大气污染防治重点
区域，持续进行全面深入的排
查整治。城市建成区域内的
各类建筑施工工地要严格落
实扬尘防治“六个百分百”措
施；城市、县乡各级道路，尤其

是西环、北环等重点道路，要
加强清扫保洁，同时抓好重型
货车绕行工作；要持续加强工
业企业污染管控，进一步抓好
餐饮业油烟治理，长期开展已
取缔“散乱污”企业的巡查，严
防死灰复燃。水污染防治方
面，要围绕北汝河及其支流等
重点区域综合整治，在抓好应
急调控的同时督促各责任单
位完善长期治本的各项措施，
从严管控沿岸各类影响水环
境安全的污染源。土壤污染
防治方面，要围绕打好土壤污
染防治攻坚战目标任务，及时
与上级对接协调，积极做好相
关工作。

他指出，环保督查组要明
确督导重点和方法，围绕重点
区域、重点项目进行强化督
导，逐日调度重点工作，逐日
通报发现问题，以强力的督导
问责，推动环境污染防治攻坚
战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本报讯 4月8日下午，汝
州市人大党组副书记、正县级
干部赵俊杰到夏店镇调研易
地扶贫搬迁小区等工作进展
情况，汝州市发改委主任裴亚
正，夏店镇党委书记李秋生等
陪同调研。

据了解，夏店镇易地扶贫
搬迁小区一期工程已建成10
栋居民楼，解决了夏店镇北部
山区125户贫困户，662人居
住困难；二期工程2018年计
划建设3栋居民楼，完成北部
山区47户贫困户，178人易地
搬迁，从根本上改变夏店镇北
部山区贫困户的居住困难。

在镇区易地扶贫搬迁小
区，赵俊杰一行在实地查看了

夏店镇易地扶贫搬迁小区项
目建设进展情况后，召集有关
单位现场办公，当场协调解决
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和问题，他要求有关部门要通
力合作，尽快完成一期工程收
尾配套设施建设，为入住贫困
户提供一个优美的生活环境；
要加快扶贫小区二期工程建
设进度，保质量，抢时间，确保
今年年底前建成，实现贫困户
入住。

赵俊杰一行还实地查看
了夏店镇国家级传统村落山
顶村修缮保护项目建设进展
情况，对该项目二期建设提出
了意见和建议。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平党申

加快扶贫小区建设进度

汝州市房管中心

荣获河南省物业管理先进单位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魏向涛 张爱云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汝
州市房产管理中心获悉，该中
心被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授予河南省物业管理先进
单位称号。

随着汝州市房地产业的
迅猛发展和市场化的不断推
进，物业管理不断得到普及和
推广，已成为城市管理及和谐
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汝
州市物业管理工作起步晚，基
础薄弱，对此汝州市物业管理
办公室先后制定并上报市政府
出台了《汝州市关于进一步加

强物业管理的工作意见》，明确
各小区实行属地化管理，并严
格实行小区综合验收制度。

该中心运用《汝州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加强物业
管理招投标工作的通知》，不
断规范物业管理，并引导物业
管理各方落实工作责任，积极
组织汝州市各物业公司到外
地学习先进物业管理经验，参
加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提升汝
州市物业服务企业的服务技
能，有力地推动了汝州市物业
服务市场的发展。

汝州市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工作推进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