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汝州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通讯员李琳斐）“由于今年雨水太多，合作社

已深松整地4000亩。”11月2日，全国农机使用一

线“土专家”、汝州市老广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

光林打来电话称。

深松整地作业技术能够加快过湿耕地散墒降

水，是应对极端连阴雨天气，确保冬小麦尽快播种

的有效措施。

据悉，截至11月2日，汝州市26台（套）深松机

具共深松整地2.1万亩。

根据省农业农村厅有关要求，汝州市将深松整

地作业任务完成情况纳入乡镇、街道目标责任考核

内容，坚持整乡整村推进的原则，明确工作责任，以

目标考核促作业技术推广任务。

为广泛宣传农机深松整地作业的意义和增产增

收的效果，汝州市农机局利用报纸、网络、市政府信息

网、乡村公示公告栏，印发《深松整地好处多》《汝州市

2021年深松整地政策告知书》等资料，宣传推介深松

整地技术，组织演示会、推进会，推广新型作业机具，

更换新型北斗深松作业监测系统，力保作业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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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丁亚伟）10月27日，汝州市

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杜占广带队调研洗耳河街道南

关棚改项目。汝州市人大常委会棚户区改造工作第四调研

组、部分市人大代表及相关局委、平台公司负责人等参加调研

活动。

在南关棚改回迁区建设项目B、C两个地块，杜占广一

行现场查看工程进度，了解施工情况，组织洗耳河街道、项

目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召开座谈会。

洗耳河街道党工委书记张朝军汇报了南关棚改项目进展

情况，相关单位负责人分别汇报了棚改工作情况。

杜占广指出，南关棚改工作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此次调

研是为了全面了解棚改项目进展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广泛搜

集问题建议，为下一步棚改工作顺利推进提供重要参考。

据悉，南关棚改项目安置房建设项目共分A、B、C三个地

块。目前，A地块694套安置房已于2017年年底完成回迁。B

地块11栋楼1072套安置房主体及地库已全部封顶，现在正进行

二次结构施工。C地块共有9栋楼1103套安置房，其中6栋楼

762套安置房，已于9月7日完成回迁，部分群众已入住，剩余3

栋楼341套安置房主体已封顶，正在进行二次结构砌体。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相一杰）11月3

日，记者从汝州市农业农村局获悉，在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工作中，汝州市坚持全面落实“四个最

严”，即：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

罚、最严肃的问责，持续强化追溯体系建设，建成从

田园到餐桌全链条智能监管和全程追溯的数字化

管理服务平台，巩固提升了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

创建成果。

据悉，汝州市“菜篮子”“果盘子”产品生产企

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等四类规模生

产经营主体，有669家实现农产品可追溯与合格证

管理，覆盖面达81%。

10月25日至26日，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

作培训班在汝州举行，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

厅长赵耕出席会议并讲话。省信用中心应用部主

任时兴华、省农科院质标所副主任尚兵受邀分别围

绕《信用监管实施路径及案例分析》《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抽样和制样》作专题授课。

开班仪式上，南阳市、济源市、内黄县、汝州市

分别作典型发言。汝州市委农办主任，汝州市农业

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刘均莹以《实施数字化监管

创新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和应用》为

题，代表汝州市就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作典型

发言。

汝州市委副书记陈淑雅、汝州市副市长李鑫琪

参加开班仪式。来自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和部

分县（市、区）分管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负责

同志、业务骨干以及省农业农村厅经作处、饲料兽

药处、执法监督局等14个直属单位相关负责同志

150余人参加了培训。

培训期间，全体与会人员分两组到汝州市士博

生态园、汝州市中王生态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汝州

市温泉食用菌发展有限公司、汝州市温泉镇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站进行了实地考察。

此次培训的内容为，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体系

建设管理实践、食品安全考核、农产品质量安全风

险监测和监督抽查、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农

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农产品合格证制度等；同

时，就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快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

系建设工作进行了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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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马鹏
亮）“这条路终于快修好了，以后去地里

干活儿，可以开个三轮车，再也不用靠人

力背东西了！”11月3日，汝州市蟒川镇

河西村修路现场，脱贫户佑文奇老人高

兴地说。

今年7月下旬以来，两场连续强降

水造成从河西村到九峰山快速通道之间

的几条田间生产路被冲毁，村民下地劳动

无法使用三轮车、电动车等运载工具。

驻村第一书记王伟锋说：“看到群众

担挑肩扛，有的还是老头儿、老太太，一

次次搬运玉米、花生时，我的心里很不是

滋味。”经实地走访，王伟锋组织镇包村

干部、村组干部、村民代表召开民主讨论

会，决定运来砂石、废渣，维修田间生产

道路。村干部佑召团、佑亮等人主动垫

付了施工机械款。

此次修复的生产路一段是河西村至

硕平花海段，全长2.5公里；一段是蟒川

环镇公路至兰沟自然村段，全长两公

里。施工标准为宽度3米，用机械将砂石

料铺平压实，保证农用车辆可以正常通

行。

“群众利益无小事。”蟒川镇党委副

书记、蟒川片总支书记张占锋充分肯定

了河西村的做法。他说，王伟锋驻村以

来，充分调研村情民意，紧密团结村组干

部，在道路修复、医疗保险征缴等涉及群

众生产生活的好事、实事上狠下功夫，用

行动践行了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

实事”，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值得向

他学习，为他点赞！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李晨霄）11月2

日，记者从汝州市住建局获悉，该市已完成30116

个窨井盖普查录入工作，目前正进行病害窨井盖整

治，计划到2023年年底，通过三年专项整治，确保

公共区域窨井盖安全隐患得到根本治理。

“加强城市公共区域窨井设施维护改造”是

2021年省定10件民生实事之一。为将这件民生实

事落到实处，汝州市成立了城市窨井盖专项整治工

作领导小组，定制了一批具有防盗、防跳、防响、防

位移、防坠落功能的“五防”窨井盖，这种窨井盖为

一体成型嵌入式，井盖下有防坠网，即使井盖受损，

也不会让人直接掉入窨井。

汝州市住建局市政公司经理郭志军说，以前用

的窨井盖时间长了发生松动，既给行人、车辆带来

安全隐患，又会产生噪声，影响生活环境。现在采

用的新型“五防”窨井盖，效果很好。

在窨井盖整治工作中，汝州市住建局充分发挥

龙头作用，协调各乡镇（街道）和行业主管部门34

个单位，建立窨井盖普查台账、病害台账、整治完成

台账，组织力量在城区、乡镇（街道）开展窨井盖排

查录入工作，将窨井盖的位置、类型、完整度等基本

信息，录入至河南省住建厅窨井盖普查管理系统，

按照“三管三必须”和“谁所有、谁负责”的原则，指

导所属行业部门开展窨井盖普查确权、规范治理、

整治提升等工作。

汝州市住建局公用事业科科长李为体说：“按

照‘一路一档案，一盖一编号，一井一权属’的方式，

汝州市目前的 30116 个窨井盖中，有病害井盖

2606个，其中，重大风险窨井盖989个、较大风险窨

井盖436个、一般风险窨井盖1036个、低风险窨井

盖145个，病害率达9%，现已完成病害窨井盖整治

1572个，加装防坠网1800余个。”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汝州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宋小亚）10月26日，省老区建设促进会副会长张程

锋带领调研组到汝州，调研红色资源保护和革命老

区建设工作。平顶山市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裴建

中，汝州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春晓，汝州市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康乐，汝州市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樊占

营参加了活动。

在陵头镇段村桃花谷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汝州

青瓷博物馆等地参观调研后，张程锋一行召开了专

题座谈会。

韩春晓说，作为革命老区，汝州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红色资源保护和革命老区建设工作，推动革

命历史纪念馆建设，大力支持老区建设促进会工作，

先后建立了大峪豫西抗日纪念馆（河南省军区司令

部旧址）、大峪同丰抗日民主县政府旧址纪念馆、桃

花谷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7处红色场馆。汝州市将

以此次调研为契机，进一步厘清思路，强化举措，继

续做好红色资源保护和革命老区建设工作。

调研组对汝州市在老区建设工作中取得的成

绩给予充分肯定，强调要进一步结合平顶山市经

验，加强对红色纪念馆建设的指导、规范；要用好老

区扶持政策，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产业，促进老

区建设与当地经济共同发展；要做好革命遗址的保

护和开发、利用，充分挖掘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

事，传承红色基因，激励老区人民凝心聚力推动振

兴发展。

11月1日，汝州市城市管理

执法局环卫处员工在风穴路冲刷

地面和公共区域，经冲刷的道路

和区域，现出了原色。这样的场

景，在汝州街头并不鲜见。

本报记者张鸿飞摄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汝州市融媒体

中心记者郭营战）“村里今年引进了山东

的技术，一张蚕纸能结茧八九十斤，产量

比去年好得多。”10月29日，站在自家的

6座白色大棚前，看着依旧碧绿的桑林，

蚕桑种养大户丁广亚笑着说，他种了110

多亩桑林、建了6座蚕棚，收获了最后一

批蚕茧，算下来，今年一共卖了40多万

元，可不赖！

邢村的蚕桑种养业迅速发展，得益

于汝州市财政局四任驻村第一书记和工

作队的指导帮扶。

2016年，按照焦村镇统一规划，邢村

采用“党支部带动+专业户经营+贫困户

务工”的模式，动员群众以土地流转、蚕

桑种养、基地务工等方式，参与蚕桑产

业发展，投资300多万元建设5座小蚕

共育棚、50座大蚕饲养棚、1座蚕茧收购

加工园，构建起供产销一体化产业链

条。

为提高蚕桑种养水平，保障蚕茧质

量，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在请专家进

村讲课的同时，又从山东莒南鸿德丝绸

公司请来代表驻村，负责蚕种、养育、蚕

茧回收“一条龙”服务，蚕农们省心多

了。“养蚕技术要求高，但概括起来就8个

字：消毒、防病、良桑、饱食。”蚕农庄永刚

说。

据悉，目前，邢村已发展蚕桑种养户

30余家，种植优质桑园1300余亩，建设

蚕棚67座，年创效益500余万元。

焦村镇蚕桑办主任赵国才说，焦村

镇在邢村、靳村等10个村，建设了4000

亩高标准桑园，带动蚕桑种养户107家，

建设标准化养蚕大棚284座，种桑养蚕

已初具规模，开发了蚕丝被、桑叶茶、桑

营酒、桑营醋、桑叶蛋、桑叶菜、桑叶面、

食用蚕蛹等系列产品。村民从蚕桑产业

得到了土地租金、种养收益金、务工薪金

和分红股金，实现了“户种十亩桑，致富

奔小康”的目标。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王晓平）11月2

日，记者从汝州市建筑工程公司获悉，截至10月

31日，该公司已实现25年安全生产无事故。

安全生产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责任。在工

作中，该公司坚持把施工安全摆在首位，不断强

化监管，建立健全以经理为核心，安全科、专职安

全员具体抓，各项目部经常抓的安全保证体系，

层层签订安全目标管理合同，用制度约束人，用

体系保障企业安全生产。

以预防坍塌、高处坠落事故为重点，强化现

场安全施工方案管理，整治高处施工平台、起重

机械、脚手架、模板支撑体系等各环节存在的安

全隐患和违规作业行为。

把安全课堂开到工地，经常邀请专家现场解

读《建筑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和脚

手架搭设、预防高空坠落、塔吊安全知识及临时

用电安全等，提高全员安全作业意识。

完善专项应急预案，强化应急响应。定期开

展建筑施工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落实安全防护措

施，排查治理安全隐患，防范和遏制各类事故发

生。

该公司还不断加大安全生产投资，通过购

置、更新生产设备，引进新工艺、新技术，依靠科

技进步促进安全生产。近几年，该公司新增固

定资产数千万元，投资180余万元添置了各种安

全设备和器材，大大改善了企业的安全生产条

件。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许艳芳）10月28日，汝州市召

开创建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推进会，传达《关于转发<2021

年度平顶山市法治鹰城（法治政府）建设督查考评实施方案>》，

印发《汝州市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创建宣传活动方案》，结合

《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任务清单》开展业务培训。汝州

市市场监管局、市行政服务中心代表在会上作了典型发言。

汝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新彦要求，全市各部门、乡镇

（街道）要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增强责任感、紧迫感，牢固

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补齐短板弱项，全力以赴打好创建攻

坚战，让法治成为汝州鲜明的城市特质和核心竞争力，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汝州提供坚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汝州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温卫杰，汝州市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阮建国，汝州市委各部委，汝州市政府办有关

负责同志，37个市直单位、21个乡镇（街道）主要负责同志及司

法所所长参加了会议。

现场调研丁亚伟摄

汝州市人大常委会调研南关棚改项目

汝州市召开创建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推进会

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

汝州市建筑工程公司连续25年无事故

蟒川镇河西村蟒川镇河西村村干部垫资修复村干部垫资修复44..55公里生产路公里生产路

焦村镇邢村 67座大棚白花花的蚕茧喜煞人

落实“四个最严”要求 强化追溯体系建设
汝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在全省作表率

省老促会调研组莅汝

调研红色资源保护和革命老区建设工作

过湿耕地散墒有妙招

汝州市已深松整地作业2.1万亩

汝州市30116个窨井盖有了身份信息

环卫工冲刷
道路现原色

汝州市创建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推进会会场 许艳芳摄

修路现场 马鹏亮摄

村民在喂养蚕宝宝 郭营战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