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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汝州市融媒

体中心记者宋小亚）“八一”建军节前

夕，平顶山市政协主席黄庚倜、平顶山

市副市长刘文海，带队莅临汝州市开展

“八一”慰问活动。汝州市委书记陈天

富参加慰问活动。

黄庚倜、刘文海一行先后到汝州市

消防救援大队、武警驻汝某部、解放军

驻汝某部看望慰问消防救援队员、部队

指战员，代表平顶山市四大班子为他们

送去慰问品，祝他们节日快乐，对消防

救援队员、人民子弟兵为抗洪抢险、支

援地方经济建设、维护和谐稳定大局作

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黄庚倜指出，一段时期以来，特别

是最近在遇到特大汛情时，广大消防

救援队员和人民子弟兵发扬伟大的抗

洪精神，不怕牺牲、顽强奋斗，积极参

与防汛救灾，作出了重要贡献。面对

新一轮汛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强军思想，积极动员，时刻做好战斗准

备，随时听从党委号召，勇挑重担、奋

勇争先，积极投身防汛救灾抢险前线，

为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作出

更大贡献。

汝州市领导李晓伟、司伟宽、谷中

奇、陈晓明参加活动。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汝州市融媒体

中心记者宋小亚）“八一”建军节前夕，汝州

市委书记陈天富带领相关单位负责同志，

先后到武警驻汝某部、汝州市消防救援大

队等地走访慰问。

每到一处，陈天富都与指战员亲切交

谈，详细了解他们的作战训练和生活情况，

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诚挚的敬意。陈

天富对各武警、消防救援指战员在抢险救

灾、服务群众等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

对他们在地方建设、社会稳定等方面作出

的贡献表示感谢。

陈天富说，汝州市将一如既往地支持

部队和消防救援大队建设，大力传承和弘

扬双拥精神，认真落实拥军优属各项政策

措施，为广大官兵履行职责使命提供更好

的保障和服务，不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

大好局面。

部队和消防救援指战员感谢汝州市

委、市政府的关心，表示将继续履行自身

职责，无私奉献，积极参与地方经济建

设，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再立新

功。陈淑雅、李晓伟、谷中奇、陈晓明参

加活动。

黄庚倜、刘文海带队莅汝
开展“八一”慰问活动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鲁永超）7

月30日，汝州市公路管理局开展“情满仲夏

送清凉”活动，三个慰问组分别给6个公司、

12个公路养护道班送去了防暑降温品，并嘱

咐一线员工要注意防暑降温，特别是恢复重

建汛情造成的路面水毁、边坡塌方、树木倒

伏、边沟堵塞等路段时，要合理安排作息时

间。道班一线工作人员一致感谢局里对基

层一线干部职工的关心，表示要为灾后恢复

重建努力工作。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汝州市融

媒体中心记者宋乐义）8月3日，来自

汝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消息称，汝

州市与山西省黎城县行政审批服务管

理局举行了政务服务“跨省通办”框架

协议视频签约仪式。

据了解，为更好地开展“万人助万

企”活动，汝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

中原大易科技有限公司在山西省黎城

县设立全资子公司的需求，积极作为，

主动与黎城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对

接，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

快推进政务服务“跨省通办”的指导意

见》要求，于7月30日举行了政务服

务“跨省通办”框架协议视频签约仪

式。据悉，此次政务服务“跨省通办”

在平顶山市尚属首次。

汝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

记、局长范强立，黎城县行政审批服务

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任文中，分别代

表双方在政务服务“跨省通办”框架协

议视频签约仪式上签字。

此次政务服务“跨省通办”框架协

议的签约，改变了政务服务按照属地管

辖权进行申请受理的传统模式，建立了

“收受分离、远程办理、免费邮寄、协同

联动”的全新服务模式以及“统一标准、

相互授权、异地受理、远程办理、协同联

动”的“跨省通办”工作机制，整合了线

上线下办事流程，最大限度地服务了两

地群众和市场主体。

视频连线签约 宋乐义摄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汝州市融媒

体中心记者李红涛）8月1日，汝州市委

书记陈天富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议军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强军

兴军的重要论述，听取全市武装工作情

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汝州市委

副书记、代市长韩春晓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去年以来，市人武部和

驻汝部队在省军区、平顶山军分区的坚

强领导下，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全

面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圆满完成了

民兵整组、兵员征集、国防教育等重点

工作，特别是在脱贫攻坚、疫情防控、抗

洪救灾、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等方面行动

迅速、应对及时、处置有效，发挥了重要

作用，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和谐

稳定作出了突出贡献。

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强军思

想为指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党管武装工作重要讲话和指示批

示精神，严格履行管政治方向、管思想

建设、管组织队伍、管后勤保障、管作用

发挥等方面责任，推动党管武装工作再

上新台阶。要在抓好练兵备战的同时，

重点抓好民兵队伍防汛抢险、应急处突

等方面演练，全面提升应急应战能力。

要紧扣年度征兵任务，严把政审、体检、

役前训练等重要关口，纯洁征兵风气、

保证兵员质量、夯实兵员基础。要继续

发扬拥军优属的优良传统，坚持做到涉

军活动优先安排、涉军经费优先保障、

涉军困难优先解决。

陈淑雅、陈国重、李晓伟、张剑奇、司

伟宽、范响立、孟宪强、何长军、曲延辉、谷

中奇、梁建文、张平怀、陈晓明参加会议。

汝州市委常委会召开议军会议

▶慰问机械公司 鲁永超摄

万人助万企 纾困促发展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汝州市融

媒体中心记者宋乐义）8月3日，来自

汝州市牧原农牧有限公司的消息，该

公司旗下的汝州牧原饲料厂已办理工

业用电转农业用电手续，并于8月1

日正式施行。

此前，汝州牧原饲料厂电费均价

0.65元/度（峰谷分时），变更性质后电

价为0.4752元/度，按一个月用电50

万度计算，一年可节省电费120万元

左右，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

汝州牧原饲料厂主要从事粮食收

购、饲料加工等业务，年加工饲料可达

30万吨，所产饲料全部用于汝州市牧

原农牧有限公司旗下的养殖场使用。

汝州市物价办主任科员李来伟说，“万

人助万企”活动开展前，物价办就已经

安排工作人员到这个厂走访调查，又

联系供电公司到现场调研，但因多种

原因，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万人助万企”活动开展后，汝州

市物价办又组织多次现场调查，证实

该厂的饲料加工属自产自用，符合农

业生产用电性质。经向省发改委请

示汇报，省发改委明确告知“不存在

交易行为就可以执行农业生产电价”

的非书面答复意见。7月27日，经汝

州市政府第50次常务会议通过，同

意物价部门批准供电公司申请，将汝

州牧原饲料厂用电性质变更为农业用

电。

“汝州市政府部门高效主动作为，

急企业之急，解企业之难，我们办理了

工业用电转农业用电手续后，有效降

低了企业成本。”汝州市牧原农牧有限

公司融资经理冉亚洲说，“感谢汝州市

政府及有关部门，为企业营造了良好

的营商环境，汝州牧原将进一步加快

发展，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为汝州经济

发展贡献牧原力量。”

现场走访 宋乐义 摄

收受分离 远程办理
汝州市率先在平顶山推行政务服务“跨省通办”

电价工转农 企业大受益
汝州市物价办助力企业工业用电转农业用电

夏日“清凉”送到道路养护一线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张晓丹
高素会）“你说习惯了遮天蔽日的烟波，

你说听惯了警铃呼唤的脉搏，你说你愿

为任何人赴汤蹈火，你说这就是使命和

职责……”7月29日晚，一首电影《烈火

英雄》主题曲《逆行者》女声独唱拉开了

汝州市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4周年

联欢晚会的大幕。晚会由汝州市消防救

援大队、汝州市应急管理局主办，来自汝

行集团的党团员志愿者和消防救援队员，

用歌声和舞蹈、戏曲、诗朗诵等节目，抒发

爱党爱国爱军的情怀，共话鱼水之情。

歌曲《青春集合在军旗下》《跟上班

长》、红歌联唱《五星红旗》、诗朗诵《中国

话》、戏曲《让神州大地国泰民安》，精彩节

目一个接一个上演，现场气氛热烈。晚会

历时2个小时，展现了汝州人民对消防救

援指战员的浓浓情谊，鼓舞了消防指战员

的士气。

汝州市副市长陈晓明，平顶山市消防

救援支队副支队长宿保松，汝州市政府党

组成员，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温卫杰，

汝州市政府办、汝州市应急管理局、汝行

集团党委负责同志和消防救援大队全体

指战员及家属观看演出。

陈晓明代表汝州市委、市政府向全体

消防指战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和亲切的慰

问，对他们长期以来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所付出的辛勤努力和积极贡献表示由衷

感谢。

陈天富“八一”前夕慰问部队官兵

军民鱼水一家亲

□闫永申

70年前那个夏天，我吃过解放军的

一碗饭。回忆当时的情景，76岁的我依

然像孩提时一样，兴冲冲，情难自已。

故事还得从我家搬迁说起。

我是一个穷孩子，1945年 10月 16

日出生在临汝县（今汝州市）临汝镇临东

村东门外（现在的大槐树旁）一户贫苦农

民家庭。父亲闫同山、母亲胡苟闪、哥哥

闫长永、大姐闫景女、二姐闫景兰，还有

我和妹妹闫争年，7口人挤住在一小间

麦草屋里。在我记事时，听我爹说：“南

屋那两间房子是日本鬼子来时被烧塌

的，没钱盖新的，只得挤到这间草扑榻。”

1948 年 3 月，临汝县全境解放。

1950年，人民政府在临汝镇寨墙内的中

大街东门里路南，给我家人

均分了一间青瓦房、

面积宽绰的“四合头”大宅院。我至今还清

楚记得，从东寨老家往寨里新院搬家时，我

还不止一次问我爹：“咱一家都搬到大街里

边新家来？”是的，我家搬进了新居。

第二年夏天，一天中午，大人们都在歇

晌，孩子们在玩耍。突然，从东寨门那头走过

来步伐整齐、口号响亮的四路纵队解放军，初

生牛犊不怕虎，我和不少小伙伴置大人们的

训斥于不顾，跑来跑去寻找高处想看稀奇。

正当我们看得热闹之时，号声响了，

部队停止了前进，原地休息。过了一会

儿，接到了首长的指示，在沿街两边屋檐

下歇息的解放军，在征得主人同意后进入

各家各户支锅做饭。

当时，来到我家的10多名解放军就

在我家后院那间磨道屋里，用磨盘当案

板，用石头垒起来当锅台，添水生火开始

做饭。爹、娘、哥哥、姐姐都躲在屋里不敢

出来，唯独我，老是扒住门缝偷偷地看。

“小孩，小孩，来尝尝叔叔做的饭好喝

不好喝！”一名解放军端着盛满饭的碗，站

在我所在的东厦房屋门口喊道。我爹我

娘拦住我，不让我出去接饭，但我经不起

香味的诱惑，硬是挣脱了爹娘的手打开

门，从解放军手里接过了那碗饭。

在我娘把解放军碗里的饭往我家碗

里倒着腾碗时，我闻着那饭不像是咸糊

涂，是辣酥酥、香喷喷的汤，我深吸了几口

气。“你这孩子真吃嘴！”我娘一边把解放

军送来的饭递到我手里，一边小心地把碗

还到解放军手里说：“这孩子叫我给惯坏

了，甭管他了，您赶紧去吃饭吧，缺啥少啥

去灶火里只管拿。”那碗饭咋恁香？解放

军啥时候走的，我直到现在还不知道。

从我吃那碗饭到现在，已经70年了，

我一直没有忘记。

（作者系中平能化集团梨园矿退休
干部、河南日报农村版通讯员）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梁鹏浩）7月31日，汝州市

钟楼街道走访慰问82岁高龄的王朵，送去了慰问金及大米、

食用油等慰问品。

据介绍，王朵的儿子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牺牲，多年来，

王朵一家支持军队和国防建设，已有多人在部队服役，并获

得荣誉。当日，该街道慰问人员还看望了东街社区王兴奇、

东大社区吉官兴等，为253名退役军人和重点优抚对象送去

了节日祝福。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许艳芳）7月31日，汝州市司

法局组织相关单位到武警汝州市中队，开展法律知识讲座、解答法

律咨询等活动，共发放《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300

余份，解答法律咨询20余人次。当日下午，该局还召开了“八一”

建军节座谈会，向司法行政系统退役军人送去节日的慰问和祝福。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朱云飞）汝州市骑岭乡大张村

90岁高龄的郭根祥是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的老兵。近

日，在组织自然灾害核查时，汝州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了老人

的事迹。7月31日，该局副局长陈健和骑岭安监所工作人员，

专程到大张村看望这位有70余年党龄的退伍老兵。

郭根祥老人激动地拿出“渡江胜利纪念章”“解放华中南纪

念章”“解放西南纪念章”“临汝县烈军属荣复军人社会主义建

设积极分子大会奖章”，并为大家讲述了其中的故事。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韩恒超）“八一”前夕，汝州市

政府党组成员，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温卫杰，市公安局党委

副书记、政委董备战带队慰问解放军、武警驻汝某部、消防救援

大队、驻市看守所武警中队，向指战员们致以节日的问候，送去

了防暑降温等慰问品。

演出现场 张晓丹摄

军装不再 军魂永恒
汝州市举办庆祝建军94周年联欢晚会

汝州市公安局组织慰问活动 汝州市司法局送法进警营

汝州市应急管理局慰问老兵 钟楼街道慰问军烈属和退役军人

解放军的那碗饭，真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