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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董洁英）3

月4日，平顶山市科协、汝州市科协联合在

汝州市逸夫小学滨河校区开展“践行雷锋精

神、传播科普知识”反邪教科普宣传教育活

动，为全校师生发放科普宣传单、反邪教书

籍和科普宣传袋600多份。

全年共有105名民警获得表彰。其中，3

人获得河南省公安厅奖励，76人获得平顶山市

公安局奖励，26人获得汝州市委、市政府奖励。

会上宣读了2021年度公安工作先进单

位和先进个人表彰决定，并为受到表彰的先

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代表颁奖。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韩恒超）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来临之际，公安

部、全国妇联对全国公安机关200名成绩

突出女民警、297名好警嫂、296名爱警母

亲予以通报表扬。汝州市公安局临汝镇

派出所原副所长叶光辉（因公牺牲）的妻

子李秉贤，荣获“全国好警嫂”称号。

2021年11月18日，叶光辉同志在围

捕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奋不顾身、冲锋

在前，全力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在遭受犯罪嫌疑人暴力袭击后，生命定格

在了第39个年轮。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韩恒超）为贯彻落

实从优待警、暖警爱警工作，“三八”国际劳动妇女

节前夕，省公安厅政治部派出慰问组到汝州看望慰

问因公牺牲民警叶光辉家属，送上慰问金、鲜花和

节日祝福。

省公安厅政治部优抚与辅警管理处处长张黎

珂看望慰问了叶光辉的妻子李秉贤。张黎珂说，叶

光辉同志是公安队伍的骄傲，是广大公安民警的楷

模，叶光辉及其家人为公安事业所做出的巨大牺牲

和奉献，将被永远铭记。

平顶山市公安局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韩学

孟，汝州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温卫

杰，汝州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政委董备战参加慰

问。

本报讯本报讯（（记者记者张鸿张鸿飞飞）“）“如果你是一如果你是一

滴水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如果你是如果你是

一线阳光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如果如果

你是一颗粮食你是一颗粮食，，你是否哺育了有用的生你是否哺育了有用的生

命命？？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螺丝钉’，’，你是你是

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这是雷这是雷

锋同志写在日记中的一段话锋同志写在日记中的一段话。。

33月月55日是日是““学雷锋纪念日学雷锋纪念日”，”，汝州市汝州市

在体育文化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召在体育文化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召

开开““让文明之光照亮新征程让文明之光照亮新征程””————20222022年年

““学雷锋我行动学雷锋我行动””文明实践活动启动仪式文明实践活动启动仪式

暨暨20212021年度志愿服务年度志愿服务““四个优秀四个优秀”，”，即即：：优优

秀志愿者秀志愿者、、优秀志愿服务组织优秀志愿服务组织、、优秀志愿优秀志愿

服务项目服务项目、、优秀志愿服务社区优秀志愿服务社区（（村村））表彰大表彰大

会会，，为汝州市学雷锋志愿服务队为汝州市学雷锋志愿服务队、、汝州市汝州市

乡村振兴志愿服务队等乡村振兴志愿服务队等1010支志愿服务队支志愿服务队

授旗授旗。。

汝州市二级巡视员陈汝州市二级巡视员陈

国重宣布国重宣布：：汝州市文化汝州市文化、、科科

技技、、卫生卫生““三下乡三下乡””活活

动动，，喜迎喜迎““党的二十党的二十

大大””汝州市主题汝州市主题

教育实践活动教育实践活动、、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十大工程十大工程””启动启动。。

汝州市委常委汝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副市长副市长

赵战营说赵战营说，，汝州市目前有实名注册志愿者汝州市目前有实名注册志愿者

88万余人万余人，，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组织210210多个多个，，志愿服志愿服

务项目务项目6060多个多个，，在围绕中心广泛开展理在围绕中心广泛开展理

论宣讲论宣讲、、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助力新时代助力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抗击疫情等方面抗击疫情等方面，，发发

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志愿红志愿红””已成为汝已成为汝

州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州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者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者。。我承诺我承诺：：

尽己所能尽己所能，，不计报酬不计报酬，，帮助他人帮助他人，，服务社服务社

会会。。践行志愿精神践行志愿精神，，传播先进文化传播先进文化，，为建为建

设团结互助设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美好共同前进的美好

汝州贡献力量汝州贡献力量。”。”大会结束时大会结束时，，全体志愿者全体志愿者

紧握右拳紧握右拳，，庄严宣誓庄严宣誓。。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李珂琳）

3月7日，汝州市妇联召开庆祝第112个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大会，表彰2021

年度三八红旗手（集体）、巾帼建功标兵、

优秀妇女工作者、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

进个人、最美家庭、和睦家庭。

汝州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彭玉玲

在工作报告中说，2021年，市妇联以建

党 100 周年为主线，充分发挥“中原女

性大讲堂·汝州讲堂”“基层巾帼宣传

队”作用，精心打造“维权关爱”“家长课

堂”“幸福婚恋”等系列讲堂，开展宣讲

宣传活动16场（次），参与者达2600多

人次；举办“党史中的巾帼力量”系列宣

讲报告会，举办“童心向党颂中华”短视

频展播系列活动，引导广大少年儿童感

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做新时代的好少

年。

据介绍，在持续实施“巧媳妇”工程

中，汝州市妇联推动以河南省“巧媳妇”

巾帼创业就业示范基地——汝州市士博

生态园为代表的“巧媳妇”基地，吸纳更

多低收入妇女就业，助力汝州市大峪福

禄源种养殖基地成功创建为河南省“巧

媳妇”示范基地，汝州市家家靓家政服务

有限公司成功创建平顶山市“巧媳妇”创

业就业示范基地，带动妇女就业1000余

人。举办“乡村振兴巾帼创业就业技能

培训班”，培训新型职业女农民191人，

巾帼家政培训人员764人。

汝州市副市长李鑫琪在讲话中说，

希望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珍惜

荣誉、再接再厉、再创佳绩。各级妇联

组织和广大妇女群众要以先进典型为

榜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为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汝州贡献“半边天”

的磅礴力量。

（请继续阅读R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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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上午，汝州市公安局召开2022年公安工作会议。
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
的重要论述、重要训词精神，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和省
委政法工作会议、全省公安局处长会议、平顶山市政法工作会议、平顶山市公安工作
会议精神，汝州市委八届三次全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总结2021年工作，分析
当前形势，研究部署今年全市公安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汝州市副市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温

卫杰说，刚刚过去的2021年，是党和国家历

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也是公安史上

极不平凡的一年。在汝州市委、市政府，平顶

山市公安局的正确领导下，汝州公安旗帜鲜

明讲政治，大力践行“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

法公正、纪律严明”总要求，扎实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统筹疫情防控

和社会面防控两条主线，主动应对风险挑战，

推动工作提质增效，淬炼过硬公安队伍，全力

捍卫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确保了

全市社会治安大局持续安全稳定，再谱华章

献礼建党100周年大庆。

一年来，汝州公安坚持人民至上的理念，

面对“7·20”特大暴雨洪涝灾害，全体民辅警

不顾个人安危冲锋在抗洪抢险第一线，用首

战用我，用我必胜的担当和豪气，守护一方山

河无恙。

面对疫情防控严峻形势，汝州公安按照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的要求，主动

作为，日夜奋战，精准开展流调溯源，准确快

速研判疫情防控态势、精准迅速部署防控力

量、全时空全要素闭环高效管控，筑牢疫情防

控“铜墙铁壁”，实现了输入疫情“零扩散”的

目标，筑起一道道坚不可摧的抗疫长城。

严打犯罪显成效。依托“情指行舆”合成

作战中心，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深入开展

“雷霆系列”专项行动，集中打击人民群众深

恶痛绝的突出违法犯罪，依法严厉打击食药

环和知识产权领域违法犯罪，常态化推进扫

黑除恶斗争，刑事案件多发势头得到有效遏

制，严重暴力犯罪发案逐年减少，现行命案发

4破4，攻破20年命案积案4起，刑事发案下

降18.96%。

构建“全民反诈”新格局。开展万人“防

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中宣传月”暨签名活

动，全面推广“国家反诈中心App”和“金钟

罩”警民联防平台，实现电信诈骗犯罪精准预

警和劝阻，从源头上减少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发生，电诈立案数、损失数较周边县市呈下降

趋势。

平安建设得到新提升。坚持和发展新时

代“枫桥经验”，组织社区民辅警依托百警进

万家、智能平台应用等工作，全力排查化解各

种矛盾纠纷，强化落实“1、3、5分钟”快反机

制，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逻；持续开展“护校

安园”专项行动，投入警力350人，187名民

警兼任各学校法治副校长；投入社会安保力

量1746人，对900多所学校开展全方位排

查，以“1+N”模式常态化压实“护学岗”责任；

交通事故立案同比下降22.47%，伤人事故同

比下降48.03%，亡人逃逸事故侦破率100%，

全年没有发生重特大交通事故。

公安高质量发展走出新路径。立足实

战化要求，聚焦战斗力标准，全面构建“最近

距离、最快速度、最强处置”的巡处一体化实

战新格局。抽调精干力量成立特警突击队，

先后购置4辆特警处突车、6辆650警用摩

托车，建成全省首支县域特警铁骑队，在中

心城区探索推出灵活性、机动性更强的铁骑

快反警务模式，强化了中心城区“四区”“四

圈”等重点部位的巡控值守。建成情指行舆

合成作战中心，围绕突出风险隐患，实行常

态化合成研判机制，24小时支撑服务基层

一线实战需求。高标准建成市标、煤山街面

警务站，使其成为街路面“屯警点”、反恐处

突的“桥头堡”、服务群众的“便利店”、警民

共治的“共同体”。

温卫杰说，2022年，汝州公安将继续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

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训词精神，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捍卫“两个确立”，强化“挺身而出担

使命、竭尽全力为人民”的责任担当，巩固

提升“为大局服务、为人民执法、为平安尽

力”的水平和成效，以全力做好党的二十大

安保维稳工作为主线，紧紧围绕“十场硬

仗”“六大体系”“五大工程”，以“喜迎二十

大、忠诚保平安”主题实践活动为载体，以

“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为抓手，以积极参

与“三零”平安创建实现本质安全为目标，

以巩固深化党史学习教育和教育整顿成果、

深入开展、锻造“四个铁一般”公安铁军为

保证，重点围绕“紧盯五个阶段”“打赢五大

战役”“夯实五大基础”“狠抓五个坚持”，坚

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总基调，以打开路，

高标准高质量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

各项措施落实。

温卫杰说：“责任呼唤担当，使命引领征

程。干好公安工作，没有捷径，唯有奋斗，让

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奋力

推动新时代汝州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建

设宜居宜业幸福活力之城保驾护航，以优异

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李秉贤荣获“全国好警嫂”称号
省公安厅政治部慰问组莅汝慰问

汝州市妇联表彰一批
先进个人集体和家庭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赵品）3

月2日，汝州市农业农村局开展“做红色

传人”主题活动，组织机关青年职工集体

观看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学习、缅怀

焦裕禄同志，接受生动的党性教育和深

刻的思想洗礼。

汝州市农业农村局开展“做红色传人”主题活动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赵品）3月3

日，汝州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开展“倡节俭风尚”

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发放《文明餐桌倡议书》，

号召大家弘扬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珍惜粮食、

节约资源、爱护环境，遏制舌尖与手头上的浪

费，做勤俭节约风尚的传播者和示范者。

倡导节俭风尚 遏制粮食浪费新闻 1+1

纸坊司法所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许艳
芳韩梦娜）3月5日下午，在汝州市文

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活动现

场，汝州市司法局纸坊司法所、河南

省善端律师事务所的普法志愿者，组

织开展了“学雷锋我行动”普法宣传

活动。

据悉，3月2日、3月4日，该局分别

组织开展了“做红色传人”“守社会秩

序”文明实践主题活动。

洗耳河街道开展“守社会秩序”主题活动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丁亚
伟）3月4日，汝州市洗耳河街道开展“守

社会秩序 净化网络环境 倡导文明上网”

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全体机关党员干部

职工签订了“文明上网”承诺书，并在“净

化网络环境 倡导文明上网”横幅上签字。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靳琼
琼）3月3日，汝州市钟楼街道组织机关干

部职工集中开展“厉行勤俭节约拒绝铺张

浪费”签名活动，大家纷纷表示要从节约一

度电、一滴水做起，争做倡导绿色生活、反

对铺张浪费的践行者、传播者和监督者。

钟楼街道倡导勤俭节约新风尚

平顶山、汝州科协反邪教
科普教育进校园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董洁英）3

月4日，平顶山市科协、汝州市科协联合河南

省科普教育基地河南弘宝汝瓷坊有限公司，

到汝州市逸夫小学滨河校区开展“践行雷锋

精神、弘扬汝瓷文化”科普志愿服务活动。

汝瓷大师王振芳、范随州等10名非遗

传承人介绍了汝瓷的文化、特点、历史故事

及现代汝瓷的探索发展之路，讲解了汝瓷作

品从设计到烧成的工艺过程，并和同学们体

验汝瓷成型工艺。

新闻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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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奉献担使命砥砺奋进谱新篇

2022汝州公安这样干
舞蹈《学习雷锋好榜样》

张鸿飞摄

宣誓宣誓张鸿飞张鸿飞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