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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市产业集聚区
获批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第一个中国人民警察节
汝州公安举行升警旗仪式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王德伟）1
月 13 日，记者从汝州市获悉，汝州市产业
集聚区成功申报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确
定设立为河南省汝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区域内示范、辐射
和带动作用明显，
经济发展最快、总体水平
最高、利用外资最多、投资环境最优的现代
化产业集聚区。汝州市产业集聚区成功获
批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对提高汝州在国
内的知名度，
扩大对外招商、对外交流影响
力，
提升汝州对外开放水平，
推动县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据悉，
多年来，
汝州市产业集聚区坚持
新发展理念，坚持改革创新，注重产业规
划，突出项目建设重点，强化基础保障，推

动产业转型升级，主导建设汝绣农民工返
乡创业产业园、汽车装备制造产业园、生物
科技产业园、小微企业产业园等专业园区，
实现新兴主导产业逐步壮大。截至 2020
年 11 月，汝州市产业集聚区“四上”企业
123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107 家。近两
年，
汝州市产业集聚区二、三产业增加值均
超 90 亿元，主导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超过
80%，
税收收入均超 10 亿元。
目前，汝州市产业集聚区初步形成了
能源化工、机绣纺织、机械制造、环保建材、
生物科技等五个特色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集群，已经成为全市加快发展、科学发展、
转型发展的主平台，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增
强。

汝州市夏店镇
为新一届村“两委”干部“充电”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平党申）
“通过本次学习培训，开阔了我的工作思
路，
回去后我要带领村
‘两委’
成员，
加强党
的建设，
引进项目发展集体经济，
争取任期
里让村里面貌发生大变化。
”
1 月 9 日，
汝州
市夏店镇举办了新一届村
“两委”
干部培训
班，
培训结束后，
该镇鲁张村党支部书记鲁
磊朋这样说。
此次培训，旨在提高新入职农村干部
的理论水平和业务素质。夏店镇党政班子
成员、新一届村
“两委”
成员、新入职的驻村
第一书记和村主任助理，共 250 余人接受
了为期一天的封闭培训。
汝州市委党校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宣
讲团成员、市财政局局长黄留国结合汝州
市实际，
运用大量实例和数据，
从七个方面
解读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汝州市

警旗护卫队迈步走向升旗台 韩恒超 摄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韩
恒超）1 月 10 日是第一个中国人民
警察节。
当日 9 时许，在雄壮激昂的国歌
声中，汝州市公安局举行升警旗仪
式，220 名民警和辅警代表重温入警
誓词并宣誓。
“我宣誓：我志愿成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人民警察，献身于崇高的人
民公安事业，坚决做到对党忠诚、服
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矢志
不渝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
设者、捍卫者，为维护社会大局稳
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
居乐业而努力奋斗！”升旗仪式后，
在汝州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温
卫杰的领誓下，220 名民警和辅警代
表庄严宣誓。
宣誓仪式结束后，温卫杰代表
局党委向全市公安机关民警、辅警
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美好的祝福，希
望大家以庆祝第一个中国人民警察
节为动力，忠诚使命、敢于担当、振
奋精神、不懈奋斗，用心血与汗水，
书写平安汝州、幸福汝州建设新篇
章。他要求大家，一要坚定理想信
念。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 “四个铁一般”公安铁军，确保绝对
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 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三要继
是重要训词精神，增强“四个意识”， 续加压奋进。大力发扬“忠诚、团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结、担当、务实、拼搏、奋进”的新时
永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二要深 代汝州公安精神，全警要立足岗位、
化教育整顿。持续深入开展“坚持 扎实工作，强业务、提素质，
“凡事争
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教育整 第一，整体创一流”，为党和人民再
顿，主动接受政治考验和淬炼，锻造 立新功。

新闻

旗帜猎猎铸警魂，警徽闪闪映
初心。参加宣誓仪式的民警、辅警
代表表示：公安工作责任重大，使
命光荣，他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训词为号令，以警旗为指引，忠
诚履职，开拓进取，在新的起点上
开创公安工作新局面，展现公安队
伍新风貌，做好人民子弟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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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市公安局举办“110 宣传日”活动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韩
恒超）1 月 10 日是第一个中国人民
警察节，
也是 110 报警服务平台诞生
35 周年。
当日上午，汝州市公安局组织
110 指挥中心、经侦、治安、刑侦、交
警、巡警、反恐、出入境、户政，以及
消防等部门，在汝州市工人文化宫
广场举办“110 宣传日”活动。汝州
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温卫杰，党
委副书记、政委董备战及在汝州的

班子成员参加活动。此次活动，旨
在大力宣传 110 在打击犯罪、维护
社会稳定、应急处突、救危解难上的
重 要 作 用 ，不 断 增 进 人 民 群 众 对
110 的理解和支持。
“看到一块块‘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阶段性成果’的展板，精心为老年
人群体制作的防诈骗漫画，增强了
我们老百姓的安全感。”活动现场，
一位张姓老先生开心地说。
活动现场，各警种代表向咨询

者宣传如何正确使用 110 报警服务
平台、公民防范恐怖袭击、跨境赌
博、婚姻诈骗、家庭火灾、电信诈骗、
落水自救等知识，宣传和推广反诈
骗神器“金钟罩”，进一步提高民众
的自我保护意识和水平，让民众切
实感受到
“110”
的守护和温暖。
此次活动共出动警力 60 余人，
设立咨询台 10 个，组织展板 30 余
块，发放宣传资料 2 万余份，解答群
众咨询 1000 余人次。

北汝河、黄涧河入选“河南省水利风景区”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张军 系而建，属于自然河湖型水利风景区。 志》载：
“黄涧河：在州东三十里，俗呼赵
平）记者 1 月 13 日从汝州市有关方面 景区规划面积 9.30 平方公里，
其中水域 落河。发源于左村之北，南流合于汝
获 悉 ，该 市 北 汝 河、黄 涧 河 水 利 风 景 面积 2.98 平方公里。据明《正德汝州 河。河出大峪盆地。东自大红寨，西到
区 入 选 第 十 六 批“ 河 南 省 水 利 风 景
区”。
北汝河是汝州的母亲河，汝州段全
长 44 公里，承担着重要的防洪、经济、
社会和生态功能。北汝河水利风景区
依托北汝河综合治理工程、橡胶坝工
程、广成河综合治理工程及配套饮水工
程等而建，属城市河湖型水利风景区。
景区规划面积 32.7 平方公里，其中水域
面积 13.9 平方公里。
黄涧河是北汝河的重要支流，发源
于大峪镇棉花窑北摩天寨，自北向南到
纸坊镇的西赵落村汇入北汝河，
全长 31
公里。黄涧河水利风景区依托安沟水
库、十字口水库等水利工程和黄涧河水

人头山，北至蜜蜡山，古为水泽。”因此
有黄帝“打开白云关，撤干大峪川”之
说。

北汝河来了白天鹅 张军平 摄

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温卫杰结合当前防
诈骗严峻形势，从电信诈骗的特点、危害、
宣传和防范等五个方面作了《如何提升人
民群众防骗识骗能力》专题讲座。汝州市
委组织部组织一科科长张晓峰就如何做好
农村基层党建工作作了专题讲座。汝州市
纪委宣传部负责人作了《严守法纪底线，
做
合格村居干部》专题讲座。
在结业典礼上，夏店镇党委书记焦慧
涛对新一届村“两委”干部提出了三点希
望，
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学习，
学习贯彻好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
提高思想觉悟和业务水平，增强为人民服
务的本领；
要学以致用，
用过硬的素质和昂
扬的斗志，
全力投入到各项工作中去；
要进
一步廉洁自律，
要把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
各项制度落到实处，
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汝州籍军人翟栋星荣立三等功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马鹏亮）1
月 6 日下午，汝州市蟒川镇政府院内锣鼓
喧天、气氛热烈。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
某部两名军官为翟栋星的父母送来了三等
功荣誉证书、奖金、慰问金和慰问品。
在该镇二楼会议室，火箭军某部两名
军官向蟒川镇党委副书记师格、武装部长
刘斌，翟栋星的父母介绍了翟栋星在部队

的工作生活和立功情况，高度认可翟栋星
在部队的出色表现，感谢翟栋星父母为祖
国、为部队培养了优秀的军事人才，
并鼓励
他们要一如既往地支持翟栋星在部队安心
服役，
支持国防建设，
争取再创佳绩。
翟栋星的父亲翟自申表示，一定继续
做好栋星的坚强后盾，让孩子在部队安心
服役，
争取再立新功。

丰阳热能全力应对极寒天气保供暖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张占平
黄孟凡）记者 1 月 14 日从汝州市丰阳热能
了解到，自 1 月 6 日发生大范围降温天气
后，汝州市的最低气温达到了-11℃。为
应对此次极寒天气，该公司提前与热电厂
联系，
确保热网整体热量供应，
保持安全平
稳运行态势。
极寒天气期间，该公司全员进入“战
备”
状态，
确保安全、稳定供热。第一，
根据
供热运行曲线，逐步调整各项供热参数。
随着一网的升温，进一步加强对供热小区
内二网流量的平衡调节，
力求实现高效、精

准供热，有效避免了热源近端用户室温偏
高，
而远端用户室温不达标的情况，
全力保
障极寒天气下用户室温不降低。第二，强
化应急管理，
提前制订极寒天气应急预案，
做好供热设备及管网的低温防冻工作，运
行人员和应急抢修队伍随时待命，确保及
时抢修排险。第三，
加大对一、二网管线及
各换热站、阀门井的巡查力度。对供热管
网分片区、分路段排查，
找漏点、查隐患，
第
一时间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力求将影响供
热的各类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为供
热安全平稳运行保驾护航。

寒潮中 供水抢修在行动
□本报记者 张鸿飞 通讯员 雷文娟

割一样疼。在经过半个多小时的紧急抢修
后，居民家冻裂的水表更换完毕，他来不及
“喂，自来水公司吧，俺家的水表冻坏 喝口热水，暖暖手，检测水流正常后，又马
了，你们赶紧来给俺修修吧！”1 月 10 日上 不停蹄地赶往下一个突发抢修现场。
午，汝州市自来水发展有限公司办公室的
为应对寒潮，汝州自来水发展有限公
供水热线电话不断响起，因为寒潮的影响， 司加强对各水厂供水设施及市区供水管
很多居民家中的水表、水管发生冻裂，供水 网的全面排查，消除隐患，确保供水安全；
热线几乎要被打爆。
加强对生产物资、应急物资、管网抢修物
寒流来袭，居民用水告急！为了保障 资的储备，为供水抢修做好保障；利用微
城区居民的正常用水，该公司维修队迅速 信等网络媒体对用户宣传水表及管道设
出击，顶狂风，冒严寒，奔波在城市的大街 施防冻知识；强化领导带班制度，供水热
小巷，
奋战在供水抢修一线。
线 24 小时值班值守，保证应急抢修人员
当日 14 时许，梨园小区的维修现场， 第一时间处理用户的用水诉求。元旦至
工作人员杨永红正用管钳对水表进行拆 今，该公司供水热线每天接到热线电话近
卸，表井内的阀门长时间不用已经锈死，需 百个，共抢修水表 352 块，抢修漏点 93 处，
要带水作业，室外温度已至冰点，刺骨的冰 确保居民的正常用水需求，守护城市供水
水冻僵了双手，呼啸的北风吹到脸上像刀 “生命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