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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
国锋 通讯员 杭高博 文图

本报讯 日前，汝州市召开
砖瓦石灰窑专项整治及企业法
人环保法规培训会议，市环境
监察大队、环境监控中心，各环
保执法中心所、第三方运维人
员及40余家砖瓦石灰窑企业负
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下发了《关于完成重
点工业企业无组织排放治理改
造的通知》，通报了砖瓦石灰窑
企业污染防治设施在线监控联
网情况，分析了当前环保工作
面临的形势和存在问题，对在
线监控运营管理、环保设施运
行等工作进行安排。

会议要求企业，要切实增
强环保意识，及时整改，保证污
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转；要配合
第三方进行在线监控设备的调
试及仪器设备数据的对比；重
点排污单位在线监控基站的建
设情况要符合国家标准，基站
运行中不允许私自断电、人为
造成断电；企业必须按技术规
范运行污染防治设施及在线监
控联网设备，不允许出现数据
超标现象。

与会人员共同学习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会议重点对企
业法律责任及违反环保法规的
处罚进行深入解读；详细告知
企业哪些行为是环境违法行
为，企业污染防治设施检修如
何报备、如何应急管控等内容。

会议指出，环境保护工作
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底线，各工
业企业要严守环境保护法律法
规，严格履行企业环保主体责
任，要合法经营、守规经营，企
业要切实增强社会责任感，在
发展经济的同时，要防止损害
公众环境权益，保证污染防治

设施规范正常运行；要高度重
视在线监控联网工作，必须按
照时间节点完成联网，对于污
染防治设施不运行，在线监控
断网等环境违法行为将依法予
以严惩；要正视问题、限时整
改，针对存在的环境问题，要限
时整改到位，逾期不整改，将停
产整顿；要加强自我排查，高标
准做好企业硬化、绿化、清洁等
工作，提升环境管理水平；要严
格执法、从严处罚，环境监察执
法人员将加强日常巡查、突击
夜查，同时结合智慧环保进行
实时监控，发现企业不规范运
行污染防治设施将依法严惩。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
员 赵红旗 文图

本报讯 4月10日上午，由
中共汝州市委组织部和市直工
委主办的“先锋论坛”优秀青年
干部座谈会在市委三楼会议室

召开。汝州市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张伟，市委常委、秘书长李
涛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座谈会上，青年干部代表
热情洋溢地诵读了诗朗诵《青
春中国》。随后优秀青年干部
代表作了交流发言，讲述自己

的成长历程，道出了心里的感
想，希望所经历过的一些感受
对其他青年干部今后的工作和
生活有所帮助。张伟、李涛为
十位优秀青年干部代表赠送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一
书，并叮嘱他们认真阅读，写出
个人的心得体会。

张伟指出，近年来，汝州的
飞速发展需要大批的优秀人
才，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面
向全国公开招聘，充实到各行
各业的岗位上。广大青年干部
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和价值观，在工作中要立足本
职、发挥特长，脚踏实地，勤奋
学习，要带着工作中的问题学，
多思考、多总结，积累经验，系
好人生的第一粒纽扣，不辜负
党和组织的期望，成就自己的
精彩人生，为汝州的事业大发
展作出积极贡献。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
国锋 通讯员 张亚楠

本报讯 为进一步做好残
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工作，4月
8日至9日，汝州市残联党组书
记、理事长邱凯利带领班子成
员及相关人员，到残疾人家庭
无障碍改造先进地市参观学
习。

两天时间，考察团先后到
洛阳市残联、信阳市新县残联
进行了实地参观。每到一处，
考察团成员都认真看、认真听、
认真记，并与当地残疾人工作
者及受益残疾人朋友深入交
流，详细了解项目实施情况，以
及扶手、浴凳、地面防滑、轮椅、
护理床等无障碍设施的审批、
采购、招标、改造、验收等程序。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
国锋 通讯员 张亚楠

本报讯 4月 9日，汝州市
残联全体干部职工齐聚五楼会
议室，以“爱岗敬业，无私奉献”
为主题，开展2018年第一期道
德讲堂。

据了解，本期道德讲堂采
用“7+1”模式，分为“唱一首歌、
看一部短片、诵一段经典、学一
点礼仪、讲一个故事、做一个承
诺、作一番点评、送一份吉祥”

等八个环节。
一首由市残联全体干部职

工合唱的《爱的奉献》拉开了道
德讲堂的帷幕，之后他们共同
观看了短片《学习爱岗敬业模
范人物杨善洲》，诵读了“勿以
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这一经典语录，学习了敲门、进
门、关门等礼仪知识，《焦裕禄》
无私奉献的故事，使全体干部
职工受益匪浅，并承诺要做一
个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爱岗敬
业、无私奉献的人。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
员 高明哲 韩笑

本报讯 为进一步增强党
员意识和党性观念，弘扬民族
精神，发扬先烈遗志，4月3日，
汝州市供电公司组织80多名党
员同志到风穴寺烈士陵园开展
了以“缅怀先烈学会感恩”为主
题的党员教育活动。

在烈士陵园，党员同志在
烈士纪念碑前重温了入党誓
言，默哀悼念，并怀着崇敬的心
情向纪念碑鞠躬致敬，敬献鲜
花，以表达对革命先烈的缅怀
之情，气氛庄严肃穆。

在教育活动中，党员同志
受到了革命传统教育的精神洗
礼，激发了责任感和使命感，增
强了为事业奋斗的决心。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
国锋 通讯员 杨松播

本报讯 4月10日上午，汝
州法院召开2018年度工作会
议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会议。该院党组书记、院长
杨长坡出席会议并讲话。汝州
法院党组成员和全体干警参加
会议，会议由党组副书记、常务
副院长于占琦主持。

会上，汝州法院党组成员、
政治处主任亓建文宣读了集
体、个人受到县市级以上表彰
情况及本院表彰决定；杨长坡

与班子成员当场签订了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书，各部门负责人
向主管领导递交本部门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书；党组成员、纪检
组长崔光辉同志作了党风廉政
建设工作报告。

杨长坡全面总结了 2017
年汝州法院各项工作开展情
况，并对2018年的工作进行了
安排部署。

会上，各位班子成员还按
照分工对第一季度审判、执行、
审务督查、司法公开、考勤等方
面进行了通报，杨长坡逐一进
行了点评并提出具体要求。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
国锋 通讯员 王丹涛

本报讯 4月8日下午，汝州
市城市管理局在局五楼会议室
召开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动员会，
传达贯彻全市文明城市创建相关
精神，安排部署该局创建工作。
局领导崔凯、黄飞豹列席会议，会
议由副局长段国旗主持并讲话，
风穴路办事处、煤山办事处、洗耳
河办事处、钟楼办事处、汝南办
事处等相关单位同志共同参加
了会议。

段国旗指出，各部门要统

一思想，充分认识创建文明城
市的重大意义，要站在全市的
高度，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市委、市政府的部署上来，增
强责任感和紧迫感；要建立机
制，使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进入
常态化，严格对照标准找差距、
抓整改，改变以往的突击方式，
坚持城市软硬环境建设两手
抓、两手硬，全面提升城市形
象；要凝聚力量，理清工作思
路，按照创建标准和时间安排，
制定切实可行的创建工作计
划，强化组织领导、狠抓工作落
实，强力督查督办、统筹协调配

合，确保全局创建工作的圆满
完成。

会议对近期文明城市创建
工作进行了总结，并对下一阶
段创建工作进行部署。

会议要求，各部门要紧盯创
文关键环节，围绕创文的高标准
要求，进一步加强动态巡查，突出
重点难点区域管控，加强环卫保
洁，完善设施配套，突出重点整
治，确保市容市貌干净整洁；要明
确措施、落实责任，发扬攻坚克
难、不怕吃苦的精神，立抓立改，
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全力做好创
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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