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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汝州全面排查自建房安全隐患
本 报 讯（记 者 张 鸿 飞 通 讯 员 李 晨
霄 李晓格）5 月 11 日，记者在汝州市采
访获悉，为了切实守住群众住房安全底
线，该市印发了关于加强自建房屋建筑
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要求在 5
月 31 日前完成隐患排查任务，9 月底前

彻底整治消除隐患。目前，已排查自建
房屋建筑 3.5 万余处，发现安全隐患 24
处。
为了推进此项工作，汝州市成立了以
市委书记、市长为组长的自建房屋建筑安
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工作领导小组，

由主管副市长兼任办公室主任，从住建、
应急等单位抽调人员集中办公，专项负
责。
此次重点排查在建自建房屋，生产、
经营、居住功能混杂的“三合一”自建房，
擅自加层、改扩建或更改用途的房屋，以

汝州市农业农村局

开展玉米种子转基因检测工作

及鉴定为危房的农村自建自用房屋。按
照“谁拥有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谁主管
谁负责”的原则，采取“政府工作人员+技
术专家”模式，对发现存在安全隐患的进
行分类整治，采取乡级自验、市级复验的
方式，确保工作任务落实到位。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陈彦
格）为切实做好玉米种子转基因监管工
作，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4 月 24 日至
25 日，汝州市农业农村局按照《种子法》
相关规定，对农资经营市场的部分玉米
种子进行了转基因成分抽样检测。
此 次 检 测 ，抽 检 人 员 共 随 机 抽 取

玉米品种 21 个，采用转基因试纸快速
检测方法，对抽样种子进行 Bt 蛋白基
因筛查，未发现转基因问题。下一步，
该局将持续开展转基因监督检查工
作，加大对转基因种子的监管力度，确
保农户夏播用种安全，为农业生产保
驾护航。

采摘樱桃

汝州市西唐村

梁亚波 摄

西唐村的大樱桃熟了
城东污水处理厂

组织防汛应急演练
5 月 10 日，汝州市城东污
水处理厂正在组织开展防汛
应急演练。此次演练主要模
拟突降暴雨情况下，水位不断
升高，污水处理系统生产安全
受到严重威胁时的应急处置
流程。
户红丽 摄

绿色装配式建筑基地产销态势好
5 月 10 日，
汝州市东江建筑工业科技公司成品储放场，
工人们正在为排队大货车吊装 80000 平方米装配式建筑部件产品。作为国家级
绿色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该公司先后与河北建设集团、中建五局、河南源明建工和河南东方建设集团建立了合作关系，生产发展态势不断
向好。
本报记者 张鸿飞 通讯员 席燕燕 摄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宋佳）五
四青年节前夕，汝州市人民法院于延坡、杨
松播、张好娜三名青年干警，受到共青团平
顶山市委、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表彰。
于延坡获得第三届“新时代模范青年
法官”荣誉称号、杨松播、张好娜分别获得
第三届“优秀青年天平卫士”荣誉称号。
另悉，2021 年以来，汝州市人民法院
青年团员干警共获得 2 项集体、9 项个人表
彰，汝州市人民法院团支部被评为平顶山
市五四红旗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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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市妇联等部门
关爱留守儿童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史红乐）
5 月 6 日，汝州市妇联与科协、教育体育部
门联合举办的关爱留守儿童志愿服务活
动，走进骑岭乡河坡小学。
志愿服务团队的成员带来了科学实
验、专项心理疏导、女童保护、家庭教育和
快乐游戏等课程，不仅让留守儿童感受到
了来自妇联等社会各界的关爱，而且扩大
了老师、家长的教育知识面。

裴家村的水坝修好了
据了解，3 月 7 日至 4 月 22 日，汝州
市委第五巡察村（社区）组在裴家村开展
巡察，接到多名党员干部和群众反映，去
年洪水过后，裴家村灌溉农田用的水坝
部分坝体被冲垮，一直未进行修复。巡
察组当即赶到现场勘察核实，目测坝体
垮塌有二十米左右。

巡察组组长张现周随即与王寨乡党
委沟通，督促限期修复坝体，并邀请水利
局专家现场勘测，制订合理的预算和修
复方案。王寨乡党委在财政紧张的情况
下，统筹安排，调拨物资款项，协调专业
施工队，一周时间就把冲毁的坝体修复
完毕。

高举团旗跟党走 立足岗位献青春
国网汝州市供电公司举办庆五四主题活动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马笑
主题活动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丹 闫舒赛）2022 年是中国共青团建团 式开展，一首激情澎湃的开场歌曲《错位
100 周年，为大力弘扬五四精神，凝聚青 时空》把大家带回到那个慷慨激昂的年
春力量，五四青年节到来前夕，国网汝州 代，青春的舞蹈《青春恰时来》、歌伴舞
市供电公司举办“高举团旗跟党走 立足 《青春》、诗朗诵《致先辈》，激励广大青年
岗位献青春”庆祝五四主题活动。
员工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人生，用行

动践行铮铮誓言。
活动现场，举行了供电服务宣传党
员突击队、供电服务宣传青年突击队授
旗仪式，两支突击队分别发出倡议，不
负青春，不负自己，在平凡的岗位上发
光发热。

妇女劳动力拓宽了就业路。
2021 年 10 月投产后，一批女工进
厂。第一个月保证每个人能拿到 1500
元基本工资，第二个月进入熟练操作阶
段，工资可以拿到 2000 元以上。李荣
照说，公司接的订单主要是出口美国、
韩国，为了保证质量，专门从义乌高薪
聘请了技术员全程指导。
经过半年时间，目前车间已培养了
40 多名熟练女工。
“ 到第二个月的时
候，我每天按照计件工资可以挣 100 多
块钱，在家门口，这样的工资已经很不
错了。”村民张相婷笑着说。

宋乐义 摄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冯鹏
远）5 月 6 日，汝州市委第五巡察村（社
区）组再次来到王寨乡裴家村，对巡察立
行立改问题整改进行督查，裴家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裴武营说，去年洪水
把堤坝冲垮，庄稼淹完了，现在大坝马上
就完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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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
段时间疫情防控形势严峻，义乌那边的
布料过不来，外贸订单加工不成，我们
接了一些救生衣生产订单。”5 月 11 日，
汝州市温泉镇温泉村汤王花园小区西
门口，河南新绣服饰公司负责人李荣照
说，公司必须靠连续的订单保证熟练工
队伍稳定，好在现在的订单很稳定。
李荣照担任过 9 年村干部，也曾从
商，2021 年到义乌考察后，与朋友合作
在温泉村投资 100 多万元开办代加工
服装厂，以外贸订单为主，为村里闲散

搭苗架

汝州市广成路塔寺小学（城垣校区）
有学生 2500 余名，学校大门南临市区主
干道广成路，中间有绿化带相隔，一直以
来，学生上下学时段，该路段常常出现人
车混行，既不安全，也极易造成交通堵塞，
尽管交警大队在此专门设了一个护学岗，
但未能解决根本问题
这个问题一度成为市民向城市管理
热线反映的热点。汝州市城市管理执法
局提供的数据表明：仅 2021 年，汝州数字
化城管指挥监督中心 12319 城市管理热
线平台，就接到该路段有关“交通拥堵”
“乱停车”投诉 174 起。
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汝州市城市管
理执法局经过深入调研，采取“改变思路、
安全第一、拥堵位移”
方式，
根据现有条件，
通过与住建、交警、交通运输等部门协商，
对塔寺小学（城垣校区）南侧路段进行绿化
带破口建路，改造绿化带通道 2 处，挪移公
交站台 1 座、改造公交站无障碍通道 1 处，
设置提示牌 4 个，增加警示立柱 8 个，新增
施划红色斑马线 1 条，借用慢车道设置限
时停车熊猫车位 24 个，增划非机动车位
160个，
基本上解决了存在的问题。

温泉村姐妹在家门口服装厂飞针走线

汝州市寄料镇

□本报记者 张鸿飞 通讯员 王丹涛 文/图

梁亚波 摄

汝州市法院
三名青年干警受表彰

据了解，西唐村的樱桃分为早熟和
晚熟品种，部分果树已进入采摘期。
“下
一步，我们将利用樱桃园临近涧山口水
库的优势，发展融体验式采摘、精品烧
烤为一体的乡村游项目，把赤松茸种
植、罗汉果和花生等集体经济项目组合
起来，开展乡村体验游，让群众过上更
加富足的好日子。”孙学仁说。

张相婷在加工救生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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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康戈）
“2022 年，汝州市将有 49 人获得‘两癌’救
助。”5 月 11 日，来自汝州市妇联的消息说，
自 2019 年河南省“阳光母亲”计划在该市
启动实施以来，已有 245 名困难“两癌”妇
女得到了救助，每人获得救助金 1 万元。
据悉，2018 年，省委、省政府将妇女
“两癌”免费检查列入全省重点民生实事，
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用 5 年时间对全省
农村适龄妇女、纳入城市低保的适龄妇女
免费开展一次宫颈癌筛查和一次乳腺癌筛
查。
汝州市妇联一位负责人表示，妇联将
继续全力做好“两癌”免费筛查，帮助罹患
“两癌”女同胞防范贫困、恢复健康、重新就
业、实现发展。

汝州市温泉镇

城管施划新斑马线
小学生过马路不再惊心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汝州市融媒体
中心记者郭营战）记者 5 月 9 日从汝州市
税务局获悉，该局税源管理股股长逯帅超
获得河南“最美税务人”荣誉称号。此次，
全省税务系统有 10 人光荣入选。
河南
“最美税务人”
学习宣传活动，
由河
南省委宣传部、河南省税务局、河南日报报
业集团、
河南广播电视台四部门联合开展。
逯帅超，36岁，参加工作以来先后经历
了农村分局、服务大厅、监察室、机关党委、
税源管理股等多个岗位，先后被授予河南
省国税系统
“焦裕禄式国税好干部”
、平顶山
市税务系统优秀党务工作者、鹰城“最美职
工”
、平顶山市
“五一劳动奖章”
等荣誉称号。

汝州市妇联全力做好﹃两癌﹄免费筛查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王丹涛）
“请您先扫一下二维码。”5 月 12 日，汝州
市朝阳路、风穴路口西北角蔡庄公共卫生
间，保洁员轻声提示如厕人。
来自汝州市城市管理执法局的消息
说，为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公共卫生间的环
境卫生消毒，有效预防新型冠状病毒交叉
感染，按照市委、市政府和市疫情防控指
挥部要求，自 5 月 5 日起，由该局直管的
126 座公共卫生间全部实行“如厕扫码”。
据悉，对于如厕的内急者，可先如厕
后扫码；对使用无法扫码手机或没带手机
者，可现场提供登记服务，将第三卫生间
作为隔离缓冲区使用，一人一消毒，不影
响特殊情况人员如厕。

逯帅超荣获全省﹃最美税务人﹄称号

汝州市 126 座公厕
实行扫码进入

本报讯（汝州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通讯员梁亚波）
“受天气影响，
樱桃产量没有去年高，但咱这樱桃树不
施化肥、不打农药，又在涧山口水库旁
边，是纯天然绿色食品，销路不愁。”5
月 8 日，在汝州市温泉镇西唐村集体经
济项目大樱桃园里，该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村级农业合作社负责人孙
学仁笑着说。

大棚蔬菜鼓起泰山庙村“钱袋子”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汝州市融媒
体中心记者宋乐义）5 月 11 日，汝州市
寄料镇泰山庙村高效农业基地，负责人
马亮说，基地的大棚菜比其他菜早上市
一个月，即满足了当地群众生活需求，
也保证了村集体经济良性发展。
据介绍，泰山庙村以前有种植蔬菜
的传统，但随着外出务工人员增多，蔬
菜种植就慢慢少了。泰山庙村党支部
书记、村委会主任宋强说，寄料镇的工

业、商业在全市有优势，但群众生活需
要的蔬菜一直来自周边乡镇。
“我们看到了这个机遇，便在发展
集体经济中开始实施高效农业基地项
目。”宋强说，项目由村集体与河南水道
家文旅开发公司合作，今年 2 月一期流
转土地建设了 1 个地温大棚、10 个日光
大棚，明年将继续建设项目二期，再建
设蔬菜大棚 100 个，让泰山庙村成为汝
州的蔬菜种植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