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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李军
现）记者1月12日从汝州市曹派古筝

艺术学校获悉，该校学生白雨可、孙雨

汐、程靖瑶、杜雨函、姬纯希、杨璞莹、

任行、马若涵、常潆月，在第三届“筝豫

之音”河南省青少年古筝艺术展演比

赛中分获金奖和银奖。

本届展演比赛，由中国国际文化

艺术中心、河南省青少年古筝才艺发

展促进会主办，河南省青少年古筝艺

术展演组委会、北京电视台《报告！我

来了》栏目组承办，河南省东方文化艺

术交流中心协办，1月1日至3日在郑

州举行。

据介绍，曹派古筝是我国古筝最

具代表性的四大流派之一，2013年被

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该校参加

此次展演比赛的选手，分别演奏了《战

台风》《丰收锣鼓》《梦断长乐宫》《浏阳

河》《井冈山上太阳红》等古筝名曲，赢

得了评委的赞许。

通过努力争取，2015年，焦岭村被

汝州市列入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村，并在

焦岭村委会北边统一规划设计了132套

住房，2017年11月，132套住房全部建

成。

2018年，焦岭新村实施大面积绿

化。随着各项基础设施的完善，焦岭的

村容村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村党群

综合服务中心大院修缮一新，建起了文

化广场、小游园、公厕，有了标准化阅览

室，新建集党员活动室、技术培训室等于

一体的村级综合服务中心，真正实现了

村内环境绿化、净化、亮化，整洁美观的

村容村貌。一盏盏路灯齐刷刷地矗立在

村道两旁、新盖的民房整齐划一、墙壁上

写着充满正能量的标语或画着寓意深刻

的宣传画，其乐融融。

从交通闭塞、条件落后
到宜居幸福村的华丽转身

汝州市为1136名一线环卫工体检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王丹

涛 文/图）为进一步加强对一线环卫

作业人员的关心关爱，近日，汝州市城

市管理执法局分11批次，组织该市

1136名一线环卫工人参加健康体检。

为把此次体检活动办实办好，该

局安排专门力量做好体检工作的前

期筹备工作，提前调整了参加体检环

卫工人的排班计划，并提醒应注意事

项，确保体检与日常环卫作业两不

误，同时派专人到体检中心对接，配

合体检中心完成协调和数据采集等

工作。

健康体检中，环卫工人在工作人

员的引导下，有序排队登记、候检。医

护人员服务热情周到，认真细致地为每

一位环卫工人进行各项检查。一名刚

从心电图室走出来的环卫工人向同事

说，他已经从事环卫保洁工作9年了，

没想到在临近退休时还能参加单位组

织的健康体检，“平时都舍不得花这个

钱，真好呀！”

据了解，为了提升环卫工人社会

地位，汝州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开展了

形式多样的环卫工人关爱行动，设立

了环卫工人子女“奖学金”，并开展夏

季“送清凉”、冬季“送温暖”等系列活

动，最大限度为环卫工人提供帮助，让

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激励他

们在平凡的岗位上争创佳绩，为汝州

山水宜居绿城建设贡献力量。

汝州法院多措并举加强廉政风险防控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崔

光辉）记者日前从汝州市人民法院获

悉，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中，该院采取四

项措施，加强廉政风险防控，取得了良

好效果。

一是坚持警示教育，常打思想“免

疫针”。开展“以案释德、以案释纪、以

案释法”警示教育，通过多次召开廉政

教育大会、集体廉政谈话、组织干警参

观廉政教育基地、观看警示教育片，由

院党组书记、院长杨长坡领衔，班子成

员轮流上廉政党课等方式，引导干警严

守纪律规矩，公正行使审判权、执行权。

二是坚持隐患排查，强化监督“紧

箍咒”。对重点部门、重点岗位、重点

事项权责运行情况和可能存在的廉政

风险点进行再梳理，制定廉政风险点

排查权责清单，对司法改革后的廉政

风险点进行了再排查，研究排查出的

风险点，汇总制定风险防控措施，预防

违法违纪问题发生。

三是坚持内外监督，拉紧管理“警

戒线”。坚持院党组成员轮流带班制

度，政治部、综合办公室等相关部门不

定时联动开展督查，明察暗访各部门

人员在岗情况、工作纪律、庭审秩序、窗

口部门司法礼仪等。2020年，共开展

审务督察91次，发布督察月通报12

期、专项督察通报7期、会风会纪月通报

12期。同时拓宽监督渠道，接受群众监

督，常态化摸排干警办案过程中插手办

案等违反“三个规定”的情形。

四是坚持问题导向，筑牢制度“铁

笼子”。修订《规范干警外出参加培训学

习等活动的暂行规定》等制度，增强干警

的自律意识。制定《关于持续深入落实

有关规定严禁干预过问案件办理的暂行

办法》等制度，促进审慎用权依法办案。

出台《开展落实“三个规定”情况专项整

治活动实施方案》，严格落实“三个规定”

制度。各项规章制度的出台，逐步形成

全方位、立体式的监督体系。

走访+信息化核查

汝州市加强矫正对象监督管理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许艳
芳 杨伟伟）1月12日，汝州市司法局

蟒川司法所工作人员对全镇29名社

区矫正对象及家属逐一进行走访，详

细了解矫正对象近期工作生活及思想

情况，重点告知其社区矫正相关法律

规定及疫情防控应该注意事项等内

容，督促矫正对象家属发挥教育监督

的作用，促使矫正对象顺利回归社会。

为强化社区矫正安全监管工作，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连日来，面对新冠

肺炎疫情较为严重的形势，汝州市司

法局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大对社区矫

正对象的教育监管力度，确保社区矫

正对象不脱管、不漏管、不失控。

日前，汝州市司法局社区矫正管

理科科长李文革带领工作人员，通过

“豫矫通”App软件，对全市部分社区

矫正对象突击进行了信息化核查。通

过核查，有两名社区矫正对象不能联

系到人，工作人员当场向他们的定位

手机发送短信，通知二人第一时间到

司法局接受处理。通过不定期开展突

击信息化核查活动，能有效制止社区

矫正对象“人机分离，不假外出”等情

形的发生。

下一步，汝州市司法局社区矫正

科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和疫情期

间上级的各项工作要求，加大对社区

矫正对象的日常信息化核查力度，确

保不发生脱管、漏管现象，扎实做好社

区矫正工作。

汝州警方12小时解救一被绑架者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韩

恒超）新年第一天，汝州市一市民被绑

架，汝州警方接警后，迅速出击，用时

12小时，将犯罪嫌疑人抓获，解救出

了人质。

当晚7时，汝州市公安局110接

到市民潘先生报警，称女儿潘某某给

他打电话称被绑架，对方要5万元赎

金。

案情就是命令！接到报警后，汝

州市公安局党委高度重视，立即抽调

刑侦、网安技侦、巡特警、反恐、110指

挥中心和辖区派出所精干警力，组建

多警种联合专案组，展开侦查。该局

党委委员、法制室主任魏俊峰第一时

间赶赴现场指挥，分析研判犯罪嫌疑

人的活动轨迹，确认被绑架者人身安

全。

通过专案组民警大量工作，1月2

日7时许，警方成功将犯罪嫌疑人陈

某抓获，被绑架者潘某某被安全解救，

该案成功告破。目前，犯罪嫌疑人陈

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该案

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寒夜救助暖人心 群众感谢送锦旗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韩恒

超）面对人民群众求助，警察是“暖心”

的代名词。1月8日，一男士给汝州市

公安局送去一面写着“人民警察为人

民 热心救助暖民心”的锦旗，感谢该

局民警在危急时刻提供及时救助。

据介绍，那是去年12月1日晚，汝

州市公安局寄料派出所巡防队员许光

辉在下班途中发现路上蜷缩着一名男

子，遂走上前去试图将其唤醒，但男子

毫无反应且意识模糊。当时天气十分

寒冷，如不及时救助后果不堪设想。

许光辉立即拨打120，接着拨打110报

警电话联系其家人，待救护车及家属

赶来之后，许光辉才放心离去。

为了表达感激之情，这位男士身

体康复之后，专门制作了锦旗，写了感

谢信送到公安局，并激动地说：“如果

不是你，天这么冷，根本无法想象后来

会发生什么事情，谢谢你救了我，真心

地感谢你。”

古筝选手展才艺 增光添彩耀汝州
汝州选手在省青少年古筝展演赛中夺金摘银

□本报记者 张鸿飞
通讯员 马艳君 文/图

汝州东北之隅、观顶山之麓有

一个美丽的小山村，这里绿树环绕，

花香四溢，鸟声啾啾，街道亮丽，房

屋整齐，孩子在晒暖的老人身旁撒

娇、卖萌……好一副温馨和谐的幸

福画面，这画面是党和国家扶贫政

策带给米庙镇焦岭人民幸福生活的

真实写照。

自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焦

岭村“两委”和汝州市农业农村局驻

村扶贫工作队齐心协力，用足用好

各项政策，以项目建设为重点，全面

实施入村道路提升、易地搬迁，建设

扶贫车间、光伏电站、安全饮水等基

础设施项目，增加村民和集体收入，

促进了农业、畜牧业快速发展。焦

岭村从一个贫穷落后封闭的小山

村，迅速成为交通便捷、环境优美、

宜居宜业的幸福村。

为实现贫困人口整体脱贫目

标，焦岭村先后实施了种植业产业

奖补、牲畜养殖销售奖补、小额贷款

分红、光伏发电分红等激励政策，促

进了全村种植业、畜牧养殖产业发

展。

为鼓励有能力的贫困人口外出

务工，该村实施转移就业双项补贴

政策，全村102人实现外出务工就

业，务工经济已成为焦岭村脱贫致

富最为重要的途径。为有效减少

教育开支对贫困户家庭造成的经

济负担，焦岭村围绕教育扶贫，实

施雨露计划职业教育、短期技能培

训补助等相关政策。围绕医疗扶

贫，焦岭村实施医疗补助、住院报

销、大病报销、大病补充报销、慢性

病门诊报销等医疗扶持政策。为

实现易地搬迁村民搬得出、稳得

住、能致富，该村为搬迁村民发放

光伏分红补贴，并安排到新村建设

的扶贫车间务工。对残疾、高龄人

员等特困人员，实施残疾补贴、低

保金、电费补贴、高龄补贴等救助

政策。对无法外出务工人员，调整

安排各类公益岗位35人。为李老

红等有发展能力和意愿的25户脱

贫享受政策户申请小额贷款1万元

至5万元。

为促进村民增收致富，焦岭村

委会先后制定种植业产业奖补、牲

畜养殖销售奖补等激励政策，推动

了种植业、畜牧养殖产业发展。目

前，焦岭村花生、红薯、油菜等优质

农产品作物面积达到近千亩，肉牛、

柴鸡、肉羊等已成为该村贫困户主

要经济收入来源。为全村实现稳定

脱贫打下了坚实基础。

焦岭村村民清晰地记得，6年

前，焦岭村通向外界的道路蜿蜒曲

折，坑坑洼洼，既窄又陡，出行不便，

村民们下山不易、上山难，严重制约

焦岭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村民到镇

区看病就医、购买生活用品基本靠

骑电动车，不会骑车者或老年人多

靠步行，十分不便。

2017年 12月，在驻村扶贫工

作队、村“两委”的积极争取下，一条

5米宽的水泥路动工了，直接修到

了家门口。

2018年6月，汝州市交通运输

局又对道路进行全面提升，路旁不

仅配置防护栏、道牙，还进行了绿

化，安装了太阳能路灯。一条水泥

路从金沟村一直铺设到焦岭新村，

焦岭人出门难、行路难的历史一去

不复返了。同年12月13日上午，

米庙镇焦岭村“扶贫公交”城乡通车

启动仪式举行，通往市区的公交车

直达焦岭新村。至此，焦岭村村民

到汝州市区再也不用到4公里以外

的村庄等车了。

脱贫攻坚战开始前，安全饮水是

焦岭人的一大难题。村民们吃的是

水塘里的水，遇到干旱时，泉眼枯竭，

吃水更加困难，更别说浇地了。干旱

缺水时，焦岭人洗脸都不敢用香皂，

洗脸水再洗脚，洗完脚再用来饮牛。

为解决生活饮水问题，不少村民开上

三轮车、拉上架子车去邻村拉水。

为解决吃水这一难题。焦岭村

“两委”多次向有关部门沟通汇报，

争取上级支持。

2015年，国家投资在马岭水库

底部打了一眼 76 米的深水井。

2016年，又分别在马岭村、宋窑村

建设2座塘坝和2座蓄水池。2018

年，在焦岭村宋窑自然村再打180

米深井一眼、铺设供水管网近3000

米，配套建设一座20吨无塔供水

器，焦岭村家家户户都通了自来水，

吃水难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落实普惠政策，解除后顾之忧

路通了，路宽了，人心亮了

安全饮水，告别吃水难的艰苦岁月

易地搬迁，家家有了“农家别墅”

2017年，在焦岭村部东南角，一座

900平方米的扶贫车间拔地而起，汝州

市九星门业成功入驻。该车间用工20

人，其中有脱贫户7人，人均月工资收入

1500元至3000元。

“扶贫车间不仅让企业减少了运营

成本，让脱贫户实现在家门口务工挣钱，

而且壮大了村集体资产，增加了集体经

济收入。大家对家门口就业感到很满

意，对脱贫后奔小康的幸福生活充满信

心。”谈到扶贫车间的作用时，汝州市农

业农村局派驻焦岭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工作队队长郑志强充满信心。

2020年3月份，为增加村集体收入，

焦岭村在马头山上实施集体种植经济作

物花椒项目。焦岭村人克服山高坡陡、

机械作业难度大等困难，全员出动平整

荒山，新挖树坑37000余个，栽植花椒树

苗500多亩。花椒树苗栽植后，该村动

员要求村民搞好苗木抗旱浇水工作。目

前，花椒苗木基本存活，经汝州市有关部

门验收，面积达410亩。两年后，每亩花

椒产值达2000元以上，花椒产业将为焦

岭村每年带来近80多万元收益。

2017年，焦岭村还利用国家扶贫资

金，在焦岭村东北，建设光伏电站1座。

目前，该光伏电站每年为村集体增加收

益5万元，为63户脱贫户每年分红3000

元。

如今，在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中，焦岭村一个个幸福产业不

断做大、做强、做出精品，一幅幅融美好

环境、美丽经济、美好生活为一体的“三

美”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扶贫车间，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新村新居

焦岭新村一角

环卫工人有序候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