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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图片+无人机巡查 排查污染源
汝州市借助技术手段提高环境问题排查督导效率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鸿飞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杭高博 文图

大峪镇杨窑村
将开建山泉水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鸿飞 特约通讯员 李伟恒

督导组利用无人机开展环境问题排查工作

本报讯“无人机开始对
距离约 1000 米的蓝屋顶建筑
进行空中现场巡查。”10 月 3
日，汝州市乡镇（村）环境突出
问题排查工作第三督导组在
夏店镇辖区，根据卫星图片显
示和现场观察结果，派出无人
机对 1000 米外蓝屋顶建筑进
行空中巡查。
“请督导组同志们下载
Lsv 地图，以便督导检查过程
中明察秋毫。”环境突出问题
排查工作综合协调组要求全
体参与督导人员，下载卫星地
图软件，对排查区域卫星图片

显示的蓝屋顶、铁皮房等场所
别结果进行现场核查，复杂地
进行重点排查。
貌条件利用无人机空中巡查，
为深入贯彻全省乡镇
进一步提高对各类污染源排
（村）环境突出问题排查活动
查效率。
动员会精神和省环境攻坚办
全市 7 个督导组依据
《关于开展乡镇（村）环境突出 “全省基层乡村生态环境问
问题排查活动的通知》要求， 题大排查任务清单”要求，分
汝州市连夜制订工作方案，对
区 域 对 全 市 20 个 乡 镇 街 道
环境突出问题排查工作进行
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现场督
安排部署；成立综合协调、现
导、检查。对于发现的环境
场督导、无人机协查等工作
问题，建立问题台账，同各乡
组，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导
镇、街道上报的区域环境问
检查，并采用技术侦查与人工
题进行对比，发现存在漏报
核查相结合的方式，利用卫星
瞒 报 、敷 衍 应 付 的 ，及 时 通
图片进行初步识别，再根据识
报、曝光。

该下班了,有人来办公证咋办？

办！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鸿飞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员 许艳芳
本 报 讯 9 月 26 日 下 午
18 时 30 分，汝州市公证处公
证员刘晓磊像往常一样收拾
材料，准备下班回家。
“同志，等一下！麻烦您
再耽误些时间，把俺这个公证
办了吧！”三名群众满头大汗、
急匆匆地跑进办证大厅对公
证员刘晓磊说。
原来，当事人张某一周前
从苏州某公司请假回汝州办

理买房手续，因为手续复杂，
耽搁了时间。现在假期快要
到了，公司也已多次催促并要
求请假结束后按时上班，因
此，张某已经预定了当天晚上
赶回公司的火车票，连夜赶回
苏州。
已是下班时间，办理一个
公证事项至少需要一个多小
时。为节省时间，刘晓磊在了
解当事人情况后，二话不说，

一边重新打开电脑，一边审核
当事人提交的公证材料，指导
当事人签字、按指印，并留下
当事人的联系电话及公司地
址，以便后续寄证需要。最终
在 30 分钟内顺利完成了平时
需要 45 分钟才能办理完毕的
委托公证。送走当事人后，公
证员刘晓磊整理材料，为后续
的及时出证做好准备工作，工
作到晚上 8 点才起身下班。

本 报 讯 10 月 10 日 上
午，大峪镇杨窑村山泉水厂
项目在汝州市委党校举行签
约仪式。平顶山市扶贫办主
任丁少革，平顶山市公路局
局长梁成斌，汝州市委常
委、组织部长张伟，汝州市
副市长焦慧娟，相关单位及
驻杨窑村扶贫工作队、杨窑
村贫困户代表、江丽实业有
限公司侯文江等参加签约仪
式。
张伟受汝州市委书记、
市长陈天富委托，代表汝州
市委、市政府向与会人员的
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向积极
促成项目签约的平顶山市国
土资源局、平顶山市扶贫办
表示衷心感谢。张伟说，江

寒露节气到来
气温逐渐下降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鸿飞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本报讯 10 月 8 日进入
了寒露节气。寒露天气开始
转凉，汝州应景地来了一股
冷空气，加之本周初的偏北
风，让市民更多地用“冷”字
表达对天气变化的感受。
据汝州市气象部门预
测，本周中后期以晴好天气
为主，周平均气温接近常年
同 期 ，周 内 极 端 最 低 气 温

9℃左右。
具体预报如下：
11 日（周四）晴天间多
云，
气温 9℃到 20℃。
12 日（周五）晴天间多
云，
气温 10℃到 20℃。
13 日（周六）晴天到多
云，
气温 9℃到 20℃。
14 日（周日）阴天有小
雨，
气温 12℃到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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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灯杆贴上
“身份证”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鸿飞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齐彩燕 文图

本报讯 为提升
创文工作力度，近日，
路灯所对城市照明设
施实施精细化管理，
对朝阳东路、丹阳东
路、向阳路、锦绣路、
永 安 街 等 10 余 条 新
建道路，1400 余个灯
杆量身定制了“身份
证 ”，完 成 了 建 档 工
作。

据了解，
近年来，
汝州市公证处积极探索公证工作新举措新做法，
开通多项便民服务：
对年老体弱、
危重病人、
残疾人及其他因身体情况不便前来公证机构办理业务的当事人，
提供上门服务；
对需要在节假日办理公证的当事人，
公证处节假日有专人值班；
对建档立卡的贫困村群众提供法律援助，
减免公证费用；
对法律关系简单、
事实清楚、
无争议的公证事项，
开通
“绿色通道”
，
实现一次性办结服务；
对因在外地工作，
不便来回奔波的当事人，
开通微信服务，
实现一次办妥。
今年以来，汝州市公证处共办理公证 2709 件。其中，上门服务办理公证 50 余件，开通公证
“绿色通道”办理公证 70 余件，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办理公证 80 多件，节假日办理公证 50 多件。

丽实业有限公司杨窑山泉水
厂项目签约仪式成功举行，
是汝州市产业扶贫结出的又
一硕果，也是大峪镇经济社
会发展的一件大喜事。
今年以来，平顶山市扶
贫办向汝州市大峪镇派驻了
9 个驻村工作队，平顶山市
国土资源局驻村工作队入驻
杨窑村以来，坚持把产业扶
贫、项目带动作为脱贫攻坚
的重要内容，积极推介杨窑
村优质山泉水资源，成功招
引杨窑山泉水厂项目。杨窑
山泉水厂项目总投资 5000
万元，占地面积 4.6 万多平方
米，项目建成后能直接安置
200 人就业，将有效带动贫
困户实现增收脱贫。

路灯杆贴上了“身份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