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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组织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业务培训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鸿飞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魏向涛
本报讯 为加强精神
文明建设工作，进一步明
确全国文明城市测评的
有关标准和要求，提高工
作人员的业务水平，推进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6 月 5
日，汝州市组织召开了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业务培
训会，120 多个单位的主
管领导和专干参加培训。

汝州市委宣传部副
部长、市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办公室综合协调组组
长程行正结合实例，宏观
解读了怎样做好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工作及指标
体系等内容，并结合《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
系》系 统 分 析 了 如 何 高
效、高质量、高标准地完

成材料收集整理申报工
作。
汝州市委宣传部副
部长、市文明办主任王留
剑指出，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是市委、市政府根据
形势发展需要作出的一
项重大决策部署，全市人
民寄予厚望。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工作是一项业

务性、专业性都很强的工
作，必须扎扎实实扑下身
子，边学边干、边干边学，
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学用
相长，以扎扎实实的工作
成效，向市委、市政府和
全市人民群众交一份合
格的答卷。

大雨天断枝拦路
汝州城管及时排险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鸿飞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赵帅广 文图

持续推进+五个重点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汝州再发力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鸿飞 通讯员 魏向涛
本报讯 6 月 6 日，
2019 年汝州市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工作推进会召
开。市领导陈国重、魏学
君等与市直各单位、乡镇
（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人

参加会议。
今年是汝州市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的关键一年。
会议要求，
全市上下要紧扣
测评标准，
夯实关键举措，
加大推进力度，
坚持不懈抓

重点、
补短板、
强弱项，
切实
做到责任全覆盖、
管理无漏
洞。要持续深化宣传引导，
继续强化市民应知应会知
识普及宣传，
引导市民遵守
文明礼仪规范，
促进文明行

为和良好习惯养成。要凝
聚攻坚合力，
保持强有力的
推进态势，
全力以赴投入到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年中迎
检工作中，
为明年创成全国
文明城市打下坚实基础。

要抓好五个方面的工作：
一
是要进一步解读测评体
系。二是抓紧时间设计完
成好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工作作战图，
进一步明确
责任，
明确各项任务完成的
时间节点。三是突出重点、
突破难点，
对照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体系要求，
总结各点
位中存在的难点问题，
分别
组织召开各责任部门负责
人会议，
研究解决问题，
一

一予以落实。四是创新工
作方式。各督导组要将以
往的漫灌式督导变为滴灌
式督导，每周明确督导重
点。对督导中发现的突出
问题，
要帮助责任单位出谋
划策，
研究解决办法。五是
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每
周开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要
明确主题，
重点组织好各包
街单位沿街商户创文知晓
率提升评比活动，并向社

区、小区延伸，
进一步提高
全市群众对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工作的知晓率和参与
率。
杨辉星要求，各工作
组要尽快完善各责任单位
的问题清单，督促全市 38
个承担重点责任单位，
尽快
按照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总结表彰大会的要求，
布
置落实好各自的任务。

又讯：
6 月 10 日，汝州市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办公室召
开工作汇报会。汝州市政
协主席陈国重、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杨辉星出席会
议，各工作组组长参加了
此次会议。
会议听取了各工作组
近期工作汇报，总结了存
在的难点和突出问题，安
排部署了下一步工作。
陈国重强调，
下一步，

买卖二手房，你来不了我登门服务

汝州城管人及时排险

本报讯 6 月 5 日，汝州市普降中到大
雨，
并伴有短时强降水、
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
气。
下午3点40分，
汝州市城管局静态交通
管理大队一中队执法人员在巡查至丹阳东
路时，
发现路边的绿化树掉下一根大树枝，
占
据了道路南侧的大部分通道，
严重影响了过
往车辆的正常通行。
见此情况，
执法人员冒着狂风暴雨立即
下车，
一边安排人员指挥过往车辆减速通行，
一边组织人员将断枝拖拽至路边绿化带旁，
及时消除了交通隐患。一位驾驶员停下车，
从车里递来纸巾说道：
“你们赶紧擦擦吧，
都
湿透了。
”

“我爱汝州”
大厦上演
“灯光秀”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鸿飞 文图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鸿飞 通讯员 朱高宗 文图

贾振荣老大娘送来锦旗

本报讯 6 月 11 日 9
时许，汝州市市民之家房
产管理中心存量房办事
窗口收到了一面锦旗。
锦旗是杨楼镇杨楼村的
贾振荣老大娘专门制作
送来的，
“ 情系民心、上门
服务”8 个大字，表达的是

贾振荣对房产管理中心
存量房办事窗口开通绿
色通道，登门免费服务的
感激之情。
汝州市房产管理中
心存量房交易所科长王
红斌说，6 月 10 日下午，
市民之家房产管理中心

存量房办事窗口接到一
存量房办事窗口，向工作
个二手房交易求助电话， 人员表示感谢。
求助人说由于卖房的老
王 红 斌 说 ，为 方 便
人 今 年 90 岁 了 ，行 动 不
老、弱、病、残、孕等特殊
便，无法来市民之家办事
群体办理二手房交易手
窗口办理交易手续，但卖
续，房产管理中心于去年
方思维清晰。
10 月 8 日开通了绿色通
接听电话的工作人
道服务，因行动不便或因
员遂告知求助者，买卖双
其他事务无法来市民之
方有一方来办事窗口说
家办理手续者，其中一方
明情况、预约，房产管理
在房屋交易窗口预约后
中心存量房办事窗口就
即可获得免费上门服务，
会按规定开通绿色通道， “下一步，还将开通电话
登门免费服务。当日下
预约服务”
。
午 ，贾 振 荣 来 到 办 事 窗
绿色通道服务
口，说明了情况，办理了
预约流程：
预约手续。随即，工作人
员杭子颜、郭志飞同志与
一、市民之家 4 楼房管中
贾振荣一起前往位于北
心存量房 F18 窗口预约。
环路的梨园新区，为贾振
荣 与 91 岁 的 哥 哥 贾 元 、
二、窗口人员受理。
90 岁的嫂子郑金荣办理
了房屋买卖交易过户手
三、协调上门服务时间。
续。
次日上午，贾振荣就
四、指定工作人员上门
带着锦旗来到了汝州市
服务。
市民之家房产管理中心

建投大厦上演
“灯光秀”

本报讯 6 月 11 日晚 8 时 40 分，
记者从
汝州南部山区蟒川镇蟒窝村采访回程，
途经
云禅大道时巧遇建投大厦上演
“灯光秀”
。
流光溢彩七彩色之后，
一面五星红旗漫
卷，
自下向上升起了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9
个大字，
片刻，
20 多层高的楼体上缓缓升起
“我爱汝州”
，
引得行人驻足、
私家车主停车观
看。
私家车主马先生说，建投大厦的“灯光
秀”
与对面中央公园云禅湖的音乐喷泉交相
辉映，
汝州的夜，
不寂寞，
真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