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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开启道路运输证 IC 卡时代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郭永涛 陈跃强 文图

市委老干部局组织召开
离退休干部党建座谈会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员 赵红旗 牛金鸽

IC 卡道路运输证
本报讯“这 IC 卡不错，
比
以前的纸质道路运输证方便多
了。
”
7月6日上午，
一位在汝州
市道路运输管理局拿着刚办理
好的IC卡的车主说道。
这是汝州市交通运输局
按照省厅相关文件通知要
求，运用信息技术实现道路
运输智能化管理、进一步创
新管理手段、提高工作效能
的重要举措，是对运输管理
模式的一次变革。
该市现有的道路运输证
以纸质证件为主，存在不易长
期保存、证件信息易污损（难
辨别）、车辆违章及处理信息

无法体现等问题，影响了执法
监督的工作效率。而 IC 卡道
路运输证具备防伪技术、信息
共享通读通写、多功能集一卡
等特点。推广和应用 IC 卡道
路运输证，可以将交通运输系
统信息资源整合到一张 IC 卡
中，实现一车一卡，一窗口一
终端办理，一稽查一终端查询
处理，极大地提高了管理工作
效能。
市交通运输局为开展好
IC 卡道路运输证换发工作，
前期组织专人参加全省推广
和应用 IC 卡道路运输证操作
培训班学习，熟练掌握操作流

程后，于 6 月 3 日开始该市的
IC 卡道路运输证换发。
据了解，道路运输经营业
户可凭原纸质道路运输证到
运管部门换发 IC 卡；新增营
运车辆直接配发 IC 卡；IC 卡
道路运输证启用后，原则上不
再发放纸质道路运输证。计
划到 2018 年底前，该市范围
内大部分营运车辆（客车、货
车、出租车等）将换发新版 IC
卡道路运输证。换发期间，
IC
卡和纸质道路运输证同时有
效。
目前，
该市已换发 IC 卡道
路运输证 270 余张。

汝州市强化动态管理
保障公租房公平善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李素丽
本报讯 7月8日，
汝州市住
房保障管理中心发布公告，对
汝南安居小区存在转租转借、
长期空置或无故拖欠租金的
166 户公租房租户取消了住房
保障资格。
制定出台《汝州市公共租
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等一系
列政策，明确公租房的申请条
件、
申请审核程序、
租金定价要
求、
配租规定以及后续管理等，
为公租房规范管理奠定政策基
础和制度保障。
实施公租房报名常态化受

理制度和申请人诚信承诺制
度，
严格按
“三级审核”
“两次公
示”的原则，阳光操作，公开配
租全过程，
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建立健全承租家庭档案，
完善准入退出管理机制，动态
核查承租家庭配租资格，适时
清退不符合条件或条件发生改
变的公租房承租对象。
强化失信惩戒。对于弄虚
作假、
采取隐瞒家庭人口、
收入
和住房信息等手段承租公租房
的，
除取消其配租资格，
收回所
承租房屋之外，还将有关情况

记入其住房保障诚信档案，两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公租房。
不定期开展专项清查行
动，及时纠正和处理违规违约
使用房屋行为，对存在转租转
借、长期空置、无故拖欠租金、
擅自改变承租住房使用用途、
结构和配套设施，以及擅自装
修房屋的承租人进行查处。
汝州市住房保障管理中
心主任顾社伟说道：
“下一步，
我们将持续开展清查行动，对
违规违约使用公租房行为零
容忍，
发现一户，
清退一户。”

本报讯 7 月 4 日，汝州
市委老干部局组织召开离退
休干部临时党支部党建工作
座谈会。
座谈会上，老干部们围
绕怎样宣传好党的政策，树
牢“四个意识”，谋划引领团
体活动等内容，以及如何发
挥表率作用引领离退休干部
“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等
方面建言献策。
老干部们表示，要充分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市一院举行庆七一演讲赛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淡世瑾 文图
本报讯 为纪念中国共
产党成立 97 周年，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进一步丰富学习
形式，7 月 5 日，汝州市第一
人民医院“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主题演讲比赛在该院 6
楼大会议室举行。来自该
院各支部的 10 名选手经过
前期紧张的初赛选拔脱颖
而出进入决赛。
演讲比赛开始前，于军
华为大家做开场演讲。她
演讲的“ 不忘初心 医者仁
心”曾获得汝州市“学习贯
彻十九大，立足岗位先锋”
电视演讲比赛二等奖。
在决赛现场，各参赛选
手紧紧围绕党的十九大精
神，抓住“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的主线，结合自身工作

汝州市司法局认真收听收看
司法部人民调解大讲堂视频培训会议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员 许艳芳 武佳佳
本报讯 7 月 4 日，司法
培训会上，司法部部长傅
部人民调解大讲堂第一讲视
政华强调，要全面提升新时代
频培训正式开讲，汝州市司法
人民调解工作的政治站位，坚
局组织机关干部职工、全市 20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个司法所工作人员、全市各级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扣
人民调解委员会代表 300 余 “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深入
人收听收看此次视频会议。
践行“人民调解为人民”理念，

把人民调解这一民心工程做
深、做实、做细、做出成效。
本次大讲堂邀请重庆市
江北区观音桥街道人民调解
委员会“老马调解工作室”调
解员马善祥同志授课。

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动作
用,积极参加并开展好主题
党日活动，同时要注重
“围绕
国家重大战略、全市中心工
作”开展活动，把党的教育融
入活动，在活动中贯彻党的
教育，理顺关系，摆正位置，
树立信心，使离退休干部在
新时代新征程中更出彩，做
好新时代的带头人，实现更
大的作为。

演讲比赛决赛现场

实际，以生动的语言、鲜活
的事例和饱满的精神，谈感
想、抒情怀、表决心。选手
们激情澎湃的演讲充分展
现出“不忘初心跟党走”的
精气神，体现了医疗行业基
层干部职工新时代的崭新
风貌，赢得了评委和观众的
阵阵掌声。
经过激烈角逐，苏金漫、
杜一帆、张博、李雪冰获得
优秀奖，屈晓歌、范艺歌、吴
一丹获得三等奖，霍利鹏、
薛蒙蒙获得二等奖，焦亚彬
获得一等奖。
本次演讲比赛的成功
举办，为该院的青年党员干
部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锻
炼自我的平台，增强了他们
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
感，推动了该院迅速掀起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的热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