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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丁乐艺
靳声涛）营业执照、发票、银行开户账号、

社保、医保、公积金登记编号……原本需

要花两天半时间才能办完的事儿，在汝

州，只需两个多小时就全部办妥了。

这个高速度，来自汝州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建立了“一窗通办”服务专区，实

现了企业开办“一表填写、一窗受理、一

次办妥”。

2021年12月24日上午，汝州市坤

鸿新型材料有限公司成为这项改革惠

民“红利”的第一个享受者。

该公司负责人说，他拿着身份证在

“一窗通办”服务专区填了一张表，两个

小时多一点就领取了营业执照、发票、

银行开户账号、社保、医保、公积金登记

编号等证件，还有四枚免费印章的“大

礼包”。

记者从汝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

悉，在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万人助万

企”活动中，该局根据汝州市委、市政府

工作要求，与行政服务中心、公安、税

务、金融、人社、医保，以及公积金等部

门沟通协调合作，在市民之家建立了

“一窗通办”服务专区。

“一窗通办”服务专区把上述多个

职能部门的办理事项归口为一个窗口

办理，实行免费指导帮助服务，将企业

开办时间由原来的2.5个工作日缩短至

0.5个工作日，为申请人节省了时间和经

济成本。

汝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

局长范强立表示，下一步还将与金融部

门在市场主体基础信息资源和政务、金

融服务等方面全方位合作，率先在全省

探索建立“政银合作”企业开办专区，金

融部门可以依法为市场主体提供企业开

办、变更、注销、年报等全方位综合金融

服务，实现企业开办全程“银行帮办”服

务，让企业开办驶入高效便捷快车道。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裴智
鑫）1月3日，记者从汝州市农业农村

局获悉，汝州花椒、汝州软籽石榴、汝

州蟠桃、汝州甘薯4个农产品荣登农

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的

2021 年第三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名录。至此，汝州市已有9个全国名

特优新农产品。汝州市农业农村局农

产品质量检测中心获评河南省 2021

年“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工作先进单

位。

近年来，汝州市高度重视农产品品

牌建设，按照政府主导、部门主推、企业

主体的要求原则，围绕实施农产品地理

标志登记保护、绿色食品认证和名特优

新农产品申报，积极推进名特优新农产

品名录登记收集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

品牌建设取得突破性成效。

截至2021年年底，汝州市有认证

绿色食品7个、有机农产品2个、“生态

原产品产地保护”农产品1个，汝州粉

条、汝州粉皮、汝州粉丝、汝州香菇、汝

州鸡蛋、汝州花椒、汝州软籽石榴、汝州

蟠桃、汝州甘薯9个产品被评为全国名

特优新农产品，“凤凰山”蟠桃、“汝青

源”桃、“石榴花果山”石榴、“汝良”杏等

12个农产品品牌入选河南省知名农产

品品牌目录。

下一步，汝州市将继续坚持“质量

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的理念，深

入挖掘特色优势农产品资源，加快培

育一批特色明显、类型多样、竞争力强

的地方特色品牌，推进农业经济高质

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丁亚
伟杨俊英）铿锵锣鼓敲起来，欢快秧歌

扭起来……新年第一天，洗耳河街道

南关社区党群综合服务中心锣鼓喧

天，打铜器、舞龙、扭秧歌、扇子舞、大

型花轿舞等节目轮番上阵，博得围观

居民阵阵喝彩。

活动现场，南关社区文化合作社队

员、文艺志愿者、辖区党员、文艺骨干等

百余人纷纷亮出拿手好戏。

南关社区党支部副书记刘永强

说，这场活动不仅唤起了居民对传统

文化的记忆，也增进了居民间的友谊，

展现了社区居民积极向上的精神面

貌。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李
晨霄）1月3日，记者从汝州市住建局

获悉，新年到来之际，汝州市梦想大

道东段、北人才小区西路、北人才小

区北路、农业路北延4条道路竣工通

车。通车道路共长3694米，总投资

1.14亿元。

据悉，上述4条道路的竣工通车，

标志着汝州市打造“九纵十横”城市道

路网络布局取得重要成果，也标志着

汝州市与省豫资集团合作再结硕果。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王文璐）

1月3日，记者在汝州市采访时获悉，在去

年12月份举行的2021年河南省首届全

科医生技能竞赛上，汝州市卫健委代表队

在31个参赛队中脱颖而出，荣获团体一

等奖、优秀组织奖，来自汝州市第一人民

医院的郭志强、彭小娟和杨楼镇卫生院的

裴延子荣获个人一等奖，郭志强、彭小娟

同时荣获“河南省卫生技能标兵”荣誉称

号。

据悉，此次竞赛前后历时近半年，全

省19位综合素质突出的全科医生榜上有

名。

据介绍，全科医生是基层一线健康管

理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一般是以门诊形式

处理常见病、多发病及一般急症的多面

手，是守护群众健康的一线“守门人”。自

2011年起，河南省全面推进全科医生制

度建设，先后投入20多亿元，建成了99家

全科医生临床培训基地和一大批基层实践

基地，通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助理全科

医生培训、全科医生转岗培训、订单定向培

养等形式，培养全科医生5万多人。

为进一步提升全科医生岗位胜任力，

2021年9月，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河南省

总工会面向全省启动河南省首届全科医

生技能竞赛。大赛分市级初赛和省级决

赛，竞赛内容覆盖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

包括医疗卫生服务工作中必须掌握的基

本理论、基本技能、急救技能、常用实验室

和辅助检查结果判读以及慢性病管理等，

重点考核全科医生的知识应用能力、临床

思维能力、沟通交流能力、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能力以及人文素养。

经过层层选拔，来自全省的31支参

赛队伍、93名参赛队员杀入决赛，最终产

生集体一等奖6个；在个人赛中，1人夺得

个人特等奖，并按程序申报河南省五一劳

动奖章，18位优胜者获得一等奖，其中总

成绩排名2~9名的优胜者被授予“河南省

卫生技能标兵”称号。

“这次荣获一等奖的杨楼镇卫生院的

裴延子，也是我们医院培养出来的。”汝州

市第一人民医院一负责人说，他所在的医

院是“汝州市全科医师转岗培训基地”河

南省首批“3+2助理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

基地”，在汝州市卫健委大力支持下，目前

已培养全科骨干师资40余人，培养助理

全科学员及基层全科转岗学员400余人，

多数受训者已成为社区卫生服务骨干，在

基层社区医疗服务中起到了引领示范作

用。

“胸腔穿刺、腹腔穿刺、单人徒手心

肺复苏及除颤术、四肢骨折现场包扎固

定……”回忆起比赛时的情景，郭志强说，

题目好难，时间好短。全科医生诊疗技能

考核既要询问病史、体格检查、诊断和处

理，还要体现人文关怀，感觉时间超级紧

张，但题目多为病例分析，贴近基层实际，

都很赞。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裴智
鑫）1月3日，记者从汝州市农业农村局获

悉，河南省绿色食品发展中心日前下发

《关于公布河南第四批“三品一标”示范基

地名单的通知》，汝州市士博生态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软籽石榴”生产基地获河南

省“绿色食品示范基地”称号。

创建“三品一标”示范基地是提升品牌

影响力和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抓手。

为成功创建示范基地，汝州市农业农村局

立足全市农业特色资源，结合绿色食品创

建情况，组织专家实地调研，最终选择品牌

影响力高、市场竞争力大的汝州市士博生

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申报单位，并按

照“三品一标”示范基地要求对该基地组

织、生产、经营等全程管理进行全面指导，

为此次成功入选提供了有力支撑。

据悉，该局将继续实施品牌兴农战

略，强化农业品牌培育扶持，打造以绿色、

有机、名特优新为代表的农业品牌，走出

一条绿色化、品质化、品牌化的产业发展

道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马鹏
亮）记者1月3日从汝州市在蟒川镇召

开的危旧房屋拆除、违法占地建房整治

现场会上了解到，截至2021年年末，该

市已排查危旧房屋3714处，拆除3671

处，拆除率99%，其中16个乡镇、街道排

查出的危旧房屋全部拆除完毕，基本打

赢了这场危旧房屋拆除攻坚战，实现了

安全隐患消除、存量资源盘活、农村人

居环境改善三个既定目标。这次现场

会是新年前一天召开的。

汝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国朝

在讲话中指出，自2021年12月1日危旧

房屋拆除动员会召开以来，全市各乡镇

和相关局委积极响应，掀起了工作热

潮。特别是蟒川镇党委、镇政府统筹兼

顾，不仅在危旧房屋拆除工作中行动快、

效果好、变化大，在耕地保护四条防线的

落实中同样谋划实、抓得紧、盯得牢。

刘国朝说，这场攻坚战解决了多年

遗留的危旧房屋顽症痼疾，成绩值得充

分肯定。市政府拿出近400万元资金，

作为第一批危旧房屋拆除奖补资金拨

付给相关乡镇，充分体现了汝州坚持结

果导向的工作理念。希望其他乡镇街

道能够对标先进、迎头赶上，全力推动

本辖区危旧房屋拆除工作，确保1月10

日前危旧房屋应报尽报、应拆尽拆。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马鹏
亮）1月4日上午，蟒川镇先后召开党政

联席会议、村支部书记、全体干部职工

会议，传达市疫情防控工作会议精神及

要求，对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要求严格按照“外防输入，内防扩散”原

则，对全镇疫情防控工作宣传、排查、隔

离管控等关键环节明确责任，落实任

务。

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日排查、日

报告”制度，紧盯境外和国内中高风险地

区来汝返汝人员管理不放松。要重点加

强聚集性活动精准管控，坚持“红事缓

办，白事简办”；要重点加强单位人员外

出精准管控，减少不必要的出行；要重点

加强商场超市、农贸市场、网吧、KTV、宾

馆、浴池等人员密集区域管控，落实入场

体温监测、佩戴口罩、查验“健康码”“一

米线”和公共区域消毒措施，3个养老院

实行封闭管理；要落实好居家隔离人员

管控，加强宣传，引导全镇广大群众积极

参与到疫情防控工作之中。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许远韩恒
超）2021年12月31日晚，汝州市公安

局500余名民警辅警城乡联动，整装出

击，集中开展了为期3天的元旦节治安

大清查大巡逻行动，通过严打、严防、严

管、严控，为全市人民营造一个平安祥

和的节日氛围。

当晚7时许，清查行动启动仪式在

汝州市公安局大院举行。仪式上，汝州

市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

长温卫杰宣读了清查行动方案并作动

员讲话，在汝党委班子成员、局机关科

室、特巡警、刑侦、治安、交警等警种的

民警辅警共100余人参加仪式，其余所

队在各乡镇同步举行开展大清查大巡

逻行动。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王
德伟）元旦前夕，河南省汝州经济技

术开发区便民广场正式投用。

该广场位于霍阳大道西，建有绿

地2000平方米、活动广场3000平方

米，安装健身器材50套、儿童滑梯5

套，配套移动餐车10台，配备夜间照

明设施，可满足群众日常集会、健身、

休闲、娱乐需求，是汝州经开区重点打

造的集小吃餐饮、儿童游乐、休闲健身

于一体的活动场所。

据悉，在过去的一年里，汝州经开

区以服务民生为导向，践行产城融合

理念，不断优化发展环境，建设完成小

微产业园规划道路工程，新建和投用

15座高标准园区公厕、5座环卫驿站，

完成铺设望嵩南路道路两侧人行彩

砖，安装投用重要路口红绿灯7处、主

干道路宣传栏153个、座椅75个、标志

牌6个、交通指向牌22个、太阳能灯箱

23个，设置公交站台24个，园区公共

服务功能不断完善。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杭高
博）为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及污染防治工

作，1月4日上午，平顶山市生态环境局

汝州分局对洁宇医疗废物处理有限公

司进行现场检查。

检查人员首先来到企业医疗废物

处置车间，现场查看了隔离点医疗废物

收集、处理处置工作开展，以及防疫物

资储备情况。随后，又对企业污水处

理、污泥清理、残渣清运等工作进行了

检查。

医疗废物规范处置是做好疫情防

控和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环节，检查人

员现场要求，企业操作人员要按规定穿

好防护服，严格按照操作规范收集、转

运、处置医疗废物，防止二次污染。

汝州市打赢危旧房屋拆除攻坚战

汝州实行“一窗通办”

两天半的事儿半天免费办完

平顶山市生态环境局汝州分局

检查医疗废物处置工作

汝州经开区
便民广场迎客

蟒川镇抓疫情防控不懈怠

投用庆典 王德伟摄

汝州市新增4个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河南省“三品一标”示范基地名单发布

汝州市士博生态农业“软籽石榴”生产基地入选

2021年河南省首届全科医生技能竞赛鸣金

汝州市3人荣获一等奖

在新年到来之际，汝州市首家农

村中学科技馆在第五初中建成，并顺

利通过验收。

第五初中科技馆是2021年省农

村中学科技馆支持项目，占地300余

平方米，馆内设有主题展品、科学实

验套装、机器人设备、天文望远镜及

各种数字化地形地貌模型等展品展

项，涵盖了电磁、光学、力学、物理、化

学等学科内容。

本报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刘企洋摄

汝州首家农村中学科技馆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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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市
4条道路正式通车

洗耳河街道

民俗文化进社区 居民迎新乐开怀

新 年 有 新 喜

整备集结 韩恒超摄

《抬花轿》表演 丁亚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