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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鸿飞汝州市融媒体

中心记者郭营战通讯员丁乐艺）近日，记者

从汝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截至1月

11日，汝州市关停家宴城278家、其他集体

聚餐场所12家、足浴店72家、美容院（店）

152家、KTV等相对封闭娱乐场所17家、

浴池及洗浴中心22家。

面对严峻的疫情形势，该局21个基层

监管所分辖区、街道，不间断巡查检查，责

任分包到人。在“五小门店”、药店等检查

中，对未严格落实戴口罩、测体温，查验健

康码、行程码等防控措施的经营户，该局与

辖区乡镇、街道联合，暂关药店11家、“五

小门店”和商超31家，要求关停经营户整

改验收合格后才可继续营业。

该局还加强了进口冷链监管，筑牢源

头防线，到1月11日，共排查冷链食品经

营单位98家，涉及进口冷链肉品210余

吨，开展核酸检测2156批次，检测结果全

部为阴性，为汝州人民舌尖上的安全提供

了保障。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

焦学锋）1月13日，记者从汝州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获悉，继蟒川镇启

动土地后备资源一期240亩整治工

程后，小屯镇220亩土地也进入整

治阶段。上述地块整治后，均将变

为可耕地，交给村里或村民耕种。

汝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

组书记杨景山说，现在所说的土地

后备资源开发利用工作，整治的对

象主要包含农村危旧房屋拆除、未

利用地提升改造、工矿废弃地整治、

农村原有建设用地整理等。

据悉，近年来，汝州市坚持“项

目为王”理念，着力破解项目建设土

地要素瓶颈，保障了重大重点项目

顺利落地。但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

展，城乡建设用地指标日益短缺，严

重制约了汝州市项目建设和城乡经

济发展。

为此，汝州市委、市政府创新工

作思路，将土地后备资源开发整理

作为破解要素瓶颈，腾出发展空间、

做大财政收入的重要抓手，成立土

地后备资源开发利用工作领导小

组，整合废弃矿山、空心村、工矿废

弃地、残次林地等各类资源，引入社

会资本，实行市场化高效运作，

2022年春节前，计划集中力量冲刺

整理土地后备资源1.1万亩，为今

后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记者了解到，蟒川镇一期整

治的240亩，主要包含村庄用地、

采矿用地、工业用地等，涉及严和

店、黑龙庙等9个行政村，由汝州

市沃田公司负责规划、设计、施

工、验收等。在接下来的二期后

续工程中，蟒川镇还将进行 280

亩的增减挂钩和160亩的占补平

衡指标资源整治，这些项目的实

施，将为蟒川镇经济社会发展注

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活力，有力推

动乡村振兴。

1月6日上午，汝州市在蟒川镇

召开土地后备资源开发利用项目现

场会，汝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

国朝为蟒川镇发放了项目工作奖补

资金。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刘洋师晓冰）危险离我们并不远。1月

12日，记者从汝州市交通运输局获悉，该局曾在一天内发现两次“红码”

警情，均按要求迅速进行了处置。

1月6日9时39分，汝州市双拥路、向阳路交叉口，豫D05696D公交

车驾驶员在例行查验乘客健康码、行程码时，发现一名乘客行程码

显示为“红码”，遂立即按要求执行，并安抚乘客情绪，向上级汇

报。汝州市交通运输局疫情防控指挥部接到报告后，该局党组成

员、二级主任科员李光辉在上报的同时，带领相关负责人赶到现

场，将“红码”人员及同乘人员闭环转运至定点

医院检测隔离。

同日15时30分，该局办公楼疫情防控值

班点发现一办事人员的健康码为“红码”，遂按

应急预案上报，并将“红码”人员及同行者带往

临时隔离室。李光辉再次赶到现场，直至救护

车到来将“红码”人员及同行人员闭环转运至

定点医院检测隔离。

据悉，两名“红码”人员和同行人员初次核

酸检测均为阴性，目前仍在定点医院隔离观察。

本报讯 （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毛远
恒）针对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煤山街道

努力提高疫情防控工作服务质量，使疫

情防控既有力度又有“温度”。1月12

日，记者从煤山街道获悉，该辖区目前有

居家隔离人员307人，约占汝州市总数的

20%。为此，该街道迅速组建了10支志

愿者服务队，为居家隔离人员、相关小区

提供宣传、体温监测、上门核酸检测、生

活物资采购、生活垃圾回收、人员信息登

记等志愿服务。同时，组织心理咨询师

以多种方式“一对一”为居家隔离人员提

供服务。

慰问走访低保对象、特困人员、残障

人士、孤寡老人、困境儿童等群体，为上

述群体送菜、送粮、送衣、送口罩，满足他

们的基本生活保障，防止因疫、因寒致贫

致困现象发生。

本报讯 （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郭峰）1月

12日，记者从汝州市煤监局获悉，该局抽调人

员组成的3个疫情防控检查组，分别对辖区内

12座煤矿企业开展了专项监督检查。

检查组通过实地查看、调阅资料等方式，对

各煤矿企业餐厅、浴池等主要场所及请假外出

登记台账、体温异常人员登记表、人员体温检测

登记表、消毒杀毒记录表等防控资料进行查

阅。要求各煤矿企业把疫情防控作为“一把手”

工程来抓，与安全生产同安排、同部署、同落实。

本报讯 （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张应
霞）1月12日，记者从汝州市公路管理局

获悉，按照汝州市疫情防控工作部署，该

局抽调的80余名工作人员已驻守4条干

线公路出入口。

这4条干线公路出入口分别是：G207

汝登交界、G344汝洛交界、S241汝洛交

界、S320汝禹交界，值班人员24小时进行

过往车辆及人员体温监测，行程码、健康

码扫码，核酸报告检验及信息登记工作。

另有30余名同志分别驻守洗耳路老公路

段家属院、共建小区老百货楼家属院。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王丹涛）近

日，记者从汝州市城市管理执法局获悉，截至1月

11日，该局检查夜市累计30次，关停棋牌室105

处，劝离广场舞66起，为公共设施预防消毒作业

3416个/次，收集无害化处理废弃口罩2253个。

公路管理局 筑牢公路“安全墙”城市管理执法局
关停棋牌室 暂停广场舞

▶紧急处置 刘洋 摄

市场监管局 织密行业领域防控网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平党申）

“最近疫情防控形势十分严峻，广大村民非

必要不外出，必须外出时要戴上口罩，不扎

堆、不聚集，从中高风险地区返乡人员要自

觉落实居家隔离措施，不要给村里疫情防控

添乱！”1月11日下午，寒风刺骨，在汝州市

夏店镇路庄村，一辆两轮电动车、两名身着

红马甲手握小喇叭的姑娘在街上巡回宣传，

小喇叭清脆响起，一遍一遍循环播放着提示

语及疫情防控知识和政策。

这两名冒着严寒骑着电动车、在村中

巡回宣传的是路庄村大学生志愿者刘志

莹、陈甲壹，今年都刚20岁。2021年暑假

期间，刘志莹、陈甲壹就志愿报名参加了村

里的疫情防控工作。2022年寒假时疫情

又来，俩人自然不甘落后。

1月5日8时许，路庄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杨玉玲收到了一条信息：“姨，村

里有啥我能帮上忙的，随时给我说。”这条

短信是刘志莹发来的请战短信。

“你再找一个人，当我们村疫情防控宣

传员吧。”杨玉玲向刘志莹下达了工作任务。

接到任务后，刘志莹迅速联系上2021

年暑假一起在村中抗击疫情的好友陈甲

壹，到村委会领了一个小喇叭、两个红袖

章、两件志愿者红马甲，开始投入战斗。

路庄村是夏店镇人口大村，有9个村民

组、775户3284口人，村民们沿荆河南北绵

延居住两公里多。

连日来，刘志莹、陈甲壹骑着电动车、

手持小喇叭，每天上下午在路庄村3条主干

道、18个小巷各巡回宣传一次，力争不漏一

组、不漏一户，实现疫情防控政策宣传和要

求全覆盖。

刘志莹说，1月8日下午，宣传排查从

郑州47中返乡学生，这几天宣传汝州市疫

情防控指挥部令、夏店镇有关疫情防控政

策和知识，“转一圈需要一个多小时，我们

不敢耽搁。”

据悉，在夏店镇所属20个行政村，像刘

志莹、陈甲壹一样参加疫情防控、用小喇叭宣

传政策要求和知识的大学生志愿者有40人。

“小喇叭，大作用。”夏店镇党委书记焦

慧涛说，夏店镇将组织更多大学生志愿者

参与到全镇疫情防控中，让大学生志愿者

的青青出彩，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夏店镇的小喇叭作用不小

煤山街道 提高疫情防控“温度”
煤监局
落实疫情防控措施不懈怠

刘志莹骑车，陈甲壹手握小喇叭在宣传途中 平党申摄

一天发现两个“红码”交通运输部门紧急处置
为提高园林养护工人的绿

化管养水平，进一步提高业务技

能水平，培养技术水平高、业务

精湛的人才队伍，日前，汝州市

城市园林管理中心举办了第一

届冬季苗木修剪技能大赛，来自

各路段和游园的17名选手参加

了本次比赛。

本报记者张鸿飞通讯员齐
俊涛摄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

许艳芳韩梦娜）“谢谢老贺，要不是

你为我们从中调解，这个事情不会

这么快就协商好，调解结果我们很

满意！”张明（化名）一边接过对方当

场支付的赔偿金，一边对调解员贺

二奎说。

1月9日凌晨1时50分，汝州

市纸坊镇后寨村村民任林（化名）

未成年的外孙，发现本村张明那

辆停在街上的长安牌双排货车没

有上锁，便驾驶该车行驶，造成车

头损坏。虽然张、任两家是关系

较好的邻居，却因赔偿和维修发

生了争议，于是当事人张明找到

汝州纸坊司法所老贺调解室申请

调解。

1月10日一早，贺二奎在调解

室热情地接待了双方当事人。请双

方分别陈述意见后，贺二奎向双方

讲解法理与情理，分析案件情况，调

解说和，到12时许双方达成一致意

见，任林当场履行协议，一次性赔偿

张明汽车维修费2.7万元。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实习生

张祎）1月10日，非遗文旅商业地产

项目汝州“女儿城”，获汝州市文化

广电和旅游局颁授的“旅游推荐景

点”“非遗产业孵化基地”两个牌匾。

该项目位于汝州市核心城南

片区，总占地面积300亩，总建筑面

积15万平方米，总投资10亿元，以

中华“女娲文化”为基础，融入上古

“三皇文化”，通过重建有历史记载

的望嵩楼、大阅楼及其他文化建筑，

同时修建万方女娲湖，打造夜夜水

幕秀，通过统一招商、统一运营、统

一管理，打造集非遗文化展示、人文

体验、商业街坊、精品住宿、婚庆民

俗、特色餐饮、教育培训、娱乐休闲

于一体的“中国女性文化——文旅

非遗古镇”。

河南广亿实业发展集团副总

裁、汝州星河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河东在致辞中说，汝州“女儿城”

建成后，自建的演艺团队365天天

天有表演，将成为游客吃、喝、玩、

乐、游、购的不夜之城。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汝州市

融媒体中心记者郭营战 通讯员梁
亚波）爱冰雪，迎冬奥。1月6日，汝

州市温泉镇举办首届旱地冰壶对抗

赛。该镇教育系统16支接受了专

业训练的代表队，以旱地冰壶对抗

赛迎接新年，为2022年2月4日开

幕的北京冬奥会加油助威。

旱地冰壶源自冬季奥运会的

冰壶项目，是冰壶运动的普及版，和

冰壶一脉相承。1924年，冰壶首次

以表演项目的形式在冬奥会上亮

相。从1998年开始，冰壶列为冬奥

会正式比赛项目。在亚洲，冰壶从

第五届亚冬会开始列为正式比赛项

目。旱地冰壶动静结合，注重技巧，

对体能没有过多要求，更没有直接

的身体对抗，适合不同年龄阶段、不

同能力的人群。

深圳博茂择优集团董事长陈

彦涛是温泉镇陈寨村人，得知温泉

镇教育发展基金会成立的消息后，

决定捐赠31套价值60余万元的旱

地冰壶球训练器材，并安排专业教

练为镇里培训旱地冰壶师资团队，

普及发展这一体育运动。

当天的开幕仪式上，6次打破

残奥世界纪录、北京榜样刘玉坤，

优秀体育老师、北京榜样周晨光专

门从北京发来视频，预祝温泉镇

“爱冰雪迎冬奥”旱地冰壶对抗赛

圆满成功。

据介绍，近年来，温泉镇聚焦

“建设汝州市副中心城市”目标，积

极探索新常态下镇域经济转型、乡

村振兴、产业结构升级创新发展之

路，全力打造功能完善、生态宜居、

特色鲜明、产业集聚的美丽小镇，经

济社会呈现稳中向好、跨越发展的

良好态势。同时，该镇高度重视教

育事业发展，积极与上级部门对接，

争取政策、资金支持，教育教学面貌

焕然一新。

唤醒“沉睡”土地 助力乡村振兴
汝州市土地后备资源开发利用再提速

比赛现场 梁亚波摄

爱冰雪 迎冬奥

温泉镇举办首届旱地冰壶对抗赛

旅游推荐景点 非遗产业孵化基地

汝州“女儿城”一天获颁两个牌匾

汝州纸坊司法所

调解出效率 邻里复和睦

隆冬比技能

园林养护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