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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大河报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
员 刘海龙 石颖斐

本报讯 4月13日下午，汝州
市住建局组织召开2018年汝州
市建筑施工扬尘污染防治推进
会，对该局近期建筑工地扬尘污
染防治专项检查情况和市环境
污染防治攻坚办督查发现问题
进行现场点评和通报，同时就该
市施工工地扬尘污染问题的整
改落实工作进行了深入讨论。

会上宣读了《汝州市房屋建
筑和市政工程施工工地扬尘污
染防治实施方案》《汝州市住房
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关于对银基

兰桂坊等项目扬尘污染问题的
处理通报》等文件，公布了该市3
家扬尘污染问题项目的处理情
况，相关项目负责人分别进行了
表态发言。

会议回顾了2016年以来该
市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工作的艰
辛历程，通过分析该市PM2.5、
PM10及优良天数“三大指标”，
指出该市面临的环境形势依然
严峻。

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办副
主任、环保局党组书记、局长陈
万幸在讲话中强调，做好施工工
地扬尘污染防治工作与每个人
的生活、生命和健康密切相关，
它既是对自己的负责，也是对社

会的负责、对市委市政府的负
责。同时，会上对该市部分施工
工地扬尘污染问题的整改落实
工作提出指导性和针对性意见。

市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裴
学文强调，抓好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推进空气质量改善，不仅是
重要的发展问题、民生问题，更
是严肃的政治问题。在大气污
染防治上，必须痛下决心，以最
高的标准、最严的要求、最实的
作风坚决打赢建设领域施工工
地扬尘污染防治攻坚战，完成我
市年度目标任务，以我们实际行
动推进建设领域扬尘污染防治
工作落到实处。

□大河报·大河报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伟恒 通
讯员 何乐锋

本报讯 4月16日，汝州市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贯彻落
实《河南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
店和小摊点管理条例》工作开展
了专题培训，20个基层监管所
和业务科室130余人参加培训。

此次专题培训分别从行政
审批、餐饮环节和生产流通三个
方面对“三小”备案登记程序、申
报材料、日常监管等进行了详细
讲解，并对各基层监管所登记备
案代码进行了分配，现场还演示
了河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行政许可服务系统中“三小”登
记备案管理操作流程。

同时，为推动“三小”管理
工作有序推进，在开展业务培
训之外，汝州食药监局还采取

多项措施推动工作落实。一是
全面摸底排查。20个基层监管
所积极同当地食安办和协管员
联系，对辖区“三小”全面摸底
排查，对符合登记备案的现场
服务指导，逐步分类建档管
理。二是迅速印制证卡。根据
省食药监局“三小”管理办法的
要求，在前期调查摸底的基础
上，高质量印制登记证和备案
卡1.2万份。三是多部门协同
推进。积极会同城市管理局对
食品小摊点管理办法进行研
讨，共同研究对汝州市三个夜
市及便民服务点等小摊点的相
关证件的更换办理和管理工
作。四是积极开展宣传教育。
印制“三小”条例宣传册5000
余份，利用12331投诉举报宣
传日等集中宣传活动向市民和
企业广泛宣传，同时积极通过
新闻媒体宣传普及相关知识。

□大河报·大河报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
员 石颖斐 文图

本报讯 杨柳依依，草长莺
飞。4月14日上午，汝州市建设
系统第二十三届运动会篮球赛
开幕式在市自来水公司院内篮
球场举行。市住建局局长裴学

文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据了解，本次篮球比赛历时

4天，共有局机关、设计院、质监
站、房产处、自来水、污水厂和新
奥燃气代表队等7支代表队，87
名运动员参加。

赛场上，参赛队员个个英姿
飒爽，巧妙的传球、华丽的转身、
精彩的投篮、完美的合作，赢得

场下队员和啦啦队的阵阵喝彩
（如图）。

篮球赛的举行，丰富了广大
建设系统干部职工的文体娱乐
生活，增进了职工之间的沟通交
流，增强了住建系统的凝聚力和
向心力，进一步提升了建设系统
精神文明建设水平。

口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员
丁亚伟

本报讯“什么方法能使您
的孩子记忆力飞涨，识字量猛
增，耳聪目明，出口成章，爱好
阅读，下笔千言……”4月11日
下午，洗耳河街道举办“国学经
典进机关 经典诵读进课堂”专
题讲座，一场别开生面的讲座
让在座的听众受益匪浅。

近年来，洗耳河街道办事
处高度重视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设立传统文化道德讲堂，推
动洗耳河街道道德文明建设。
当天下午，洗耳河街道举办“国

学经典进机关 经典诵读进课
堂”专题讲座，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推进全民阅读、国学经
典诵读。讲座由道中书院院长
助理陈亿挺老师讲授“解密孩
子成材的密码——如何培养品
学兼优的孩子？”

讲座中，陈亿挺老师围绕
如何通过阅读培养孩子良好习
惯的养成，通过开展国学经典
阅读，弘扬传统文化。精彩的
讲座不时博得观众阵阵掌声。

汝州市作家协会、文联、教
体局相关负责人与洗耳河街道
办事处机关干部职工、中心校教
职员工共同聆听了精彩讲座。

□大河报·大河报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
讯员 张连伟 杨松播

本报讯 4月17日上午，汝
州市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杨长坡
带领帮扶干警来到米庙镇于窑
村开展精准扶贫入户对接工作。

该院帮扶干警分别前往于
窑村贫困村民家中准确统计
2018年第一季度收入，宣传扶
贫政策并张贴汝州市扶贫系统
公共服务热线海报。

杨长坡一行首先查看了于
窑村村部监控室的运行情况，
详细了解了监控摄像头的安装
位置，并指出要最大限度利用
好监控资源，保证于窑村村民
和财产安全。然后，杨长坡到
自己结对帮扶的困难群众于合

新家中，亲手送上慰问品，详细
了解于合新家2018年第一季
度收入，亲自填写贫困户户档
信息以及张贴汝州市扶贫系统
公共服务热线海报，继续落实
三个一活动，同时鼓励他们要
增强内生动力，积极寻求自我
发展，早日实现脱贫致富。

随后，杨长坡再次来到于
窑村农田水利维修养护工程工
地，察看了工程进度。他指出，
必须在保证施工人员安全的前
提下，高质量、高速度完成水利
工程，确保于窑全体村民安全
饮水。

最后，杨长坡又来到于窑
村田园综合体项目进行了调
研，杨院长指出要抢抓时间大
力种植石榴树，打造出石榴村、
石榴寨，树立村品牌效应。

□大河报·大河报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
员 刘蓓蓓

本报讯 许多人为了自己的
私利，擅自修建房屋，违规乱搭乱
建，不仅占用了社会公共资源，还
带来了安全隐患。那么我们应该
如何分辨违法建设？发现了违法
建设，又该如何投诉呢？

据汝州市城管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在未获得规划部门的批

准，未取得任何手续，擅自在城
市规划区内建设的行为，属于违
法建设。其违法违规建设的建
筑物就属于违法建筑，擅自改变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
成的建筑同样属于违法建筑。

广大市民如有遇到违法建
设，可以致电 0375—6096637，
向汝州市城管局投诉举报，执法
人员会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
规划法》第六十四条：未取得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
行建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
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
对规划实施影响的，限期改正，
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
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
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
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
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
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大河报·大河报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
员 彭雪敏 申小萌

本报讯 清明小长假结束后，
天气逐渐回暖，为应对即将到来
的雨季，提升城区防洪排涝能力，
汝州市住建局海绵办决定对城区

积水点进行“一点一策”治理。
4月12日，随着一场春雨的

来临，海绵办工作人员冒雨到西
环路、北环路、洗耳北路等路段进
行积水点普查工作，经海绵办研
究，发现路面积水大多是由于地
势低洼、排水设施落后等原因造
成的，要彻底治理，就要在积水处

“动小手术”，针对道路积水，主要
采取了增设连通管、绿化带道牙
开槽、平整路面、增设排水管道及
疏通管道等改造措施。

通过对积水点的整治，能进
一步提升道路雨水径流控制率，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积水排涝
问题。

市住建局召开建筑施工扬尘污染防治推进会

以最严的要求 完成蓝天任务
汝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多举措开展
“三小”专项治理工作

汝州市建设系统第二十三届运动会篮球赛开幕

“篮”不住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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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采新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