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河南省墙
材行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主题征
文在省会郑州评选揭晓，汝州
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徐勇
利撰写的《加快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 推进墙材行业持续发
展》荣获一等奖。

据了解，此次征文由河南
省墙改办、河南省墙体材料行
业协会主办，旨在贯彻落实中
共中央关于推动供给侧改革决
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有关要
求，探索新型墙材行业供给侧
改革的方向、途径和经验、理
论，加快墙材行业由原材料制
造业向建筑部品制造业的转
型，引导墙材革新工作适应新
常态、实现新跨越。

汝州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
设局徐勇利的一等奖论文《加
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进墙

材行业持续发展》，概述了汝州
市新型墙材行业现状，分析了
导致汝州新型墙材产业出现中
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
不足、转型升级缓慢和墙材企
业经济效益普遍下滑等问题的
原因，并就如何加快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推进汝州墙材行业
持续发展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该论文曾刊发于2017年 1月
11日的《中国建材报》和1月
16日的《中国建设报》等多家
媒体。

据悉，这次征文活动历时
4个月，全省各地墙改部门、墙
材行业协会和墙材企业都高度
重视，深入开展调研，认真分析
研判形势，积极撰写并上报了
一大批优秀论文。经专家委员
会认真评审，共有21篇优秀论
文分获一、二、三等奖。

本报讯 为配合汝州市
重大项目建设顺利推进，有
效遏制违建卷土重来，近日,
钟楼街道办事处组织城管办
工作人员对辖区拐棍李村抢
建现象昼夜不间断巡查，做
到早发现，早制止，把违法建
设行为控制在萌芽状态。

新东环路规划施工作为
该市重大项目之一，对拓宽
城市路网、拉大城市框架具
有重要意义，该项目涉及钟
楼街道拐棍李村靳庄部分房
屋征迁，为支持该项目顺利
推进，新年伊始,钟楼街道城
管办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对现
场进行调查,了解到该区域
有四处以前已经制止的违建
后，连夜安排5名工作人员蹲

守值班，加大巡查防控力度，
防止其突击建房。与此同
时，及时联系市交通局、国土
局等单位人员放弃休息时
间，对新东环路涉及钟楼辖
区的房屋及地面附属物等进
行测量，保证重点环节有据可
查。在巡查过程中，城管办工
作人员铁腕整治，对心存侥
幸、顶风抢建的违法建筑采取
剪断吊车钢丝绳、捣毁搅拌罐
齿轮及切断电力等强制措施，
起到了很好的教育及震慑作
用。

下一步，钟楼街道将继续
保持拆违控违的高压态势，坚
决做到发现一起、制止一起、处
理一起，让那些违法建筑物、构
筑物“无处藏身、无所遁形”。

本报讯 2月20日，记者从
汝州市体育局获悉，“全民健身，
幸福中原”2017年河南省新春
羽毛球大赛于2月11日在项城
落幕，汝州市选派11名运动员
参赛取得12个奖牌的好成绩。
此次赛事是我省业余羽毛球界
的一项高水平赛事，受到了省各
地市体育局的高度重视，精心选
拔当地的业余羽毛球高手组队
参赛。项目设有男女单打、男
双、女双和混合双打，赛程为期
4天。来自全省各省辖市、省直
管县(市)的22支代表队242名
运动员参加了角逐。汝州市选
派11名运动员参加男双、女双、
混双及男单四项比赛。他们在
比赛中不畏高手，团结协作、顽
强拼搏，获得个人一等奖1个，
二等奖1个，三等奖5个，优秀奖
7个，集体三等奖的好成绩。其
中樊世伟、徐向峰获男双一等

奖。
“全民健身，幸福中原”

2017年河南省新春跳绳大赛于
2月 8日至 11日在滑县落幕。
纸坊镇中小学生代表汝州参赛
取得2个集体奖、13个个人奖的
好成绩。本次比赛 项目设有一
分钟男女单人计数赛、三分钟男
女混合8人长绳同步跳、三分钟
男女混合8人长绳“8”字跳、一
分钟混双单摇跳。来自全省各
省辖市、省直管县(市)的15支代
表队近二百人参赛。汝州市代
表队在比赛中不畏高手，团结协
作、顽强拼搏，获得个人一等奖
3个，二等奖4个，三等奖4个，
优胜奖2个，集体二等奖2个的
好成绩。其中三分钟男女混合
8人长绳同步跳和三分钟男女
混合8人长绳“8”字跳同获第四
名，集体二等奖；一分钟女子计
数赛张会娟获第二名，尹利娇、

韩久利同获一等奖；一分钟男子
计数赛李红恩、祝红涛获三等
奖；一分钟混双单摇跳计数赛李
红恩、张会娟、闵万强、尹利娇获
二等奖，祝红涛、赵艳果获三等
奖。

“全民健身，幸福中原”
2017年河南省新春广场舞大赛
于 2 月 8 日至 10 日在焦作举
行。汝州代表队参赛取得规定
动作套路二等奖、自编动作套路
三等奖的好成绩。比赛分规定
动作套路自编动作套路两个项
目。来自全省各省辖市、省直管
县(市)的21支代表队三百多名
选手参赛。汝州市代表队在比
赛中身着华美服装翩翩起舞，用
曼妙舞姿赢得观众和评委的一
致好评，规定动作套路在十个省
直管县市中排名第一，获二等
奖，自编动作套路获三等奖。

本报讯 洗耳河街道坚持
绿色发展理念，积极开展辖区
全域旅游规划工作。2月19日
上午，特邀山西风光旅游规划
设计院和河南清明上河人家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专程到洗耳河
街道进行全域旅游规划调研，
推进辖区此项工作开展。

调研组一行听取了洗耳
河街道工委书记韩建国、办
事处主任彭永锋关于辖区游
园建设、植树造林、廊道绿化
等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并对
辖区见缝插绿、绿满洗耳等

初步规划提出了建设性意
见。随后，调研组又分别来
到 滨 河 大 道 、汝 河 沿 岸 、
G344国道等实地查看，并从
专业的视觉对洗耳河街道开
展全域旅游工作进行指导。

据了解，洗耳河街道将秉
承绿色发展的理念，以协调推
进滨河大道、汝河沿岸环境整
治、G344国道两侧绿化等项目
为契机，提升洗耳河街道辖区
形象，积极打造洗耳辖区旅游
亮点，为汝州市创建全域旅游
示范区做出自己的贡献。

本报讯 “1 月 24 日，Ｋ
1315次，54岁的南昌旅客冯光
明，小腿骨折，借用轮椅，填写

‘重点旅客爱心服务卡’，由志愿
者服务小分队开辟‘绿色通道’
优先送上车，登记人：杨彩娟，客
运值班员：漫利平……”

汝州火车站有个“温馨服务
台”，在服务台设置了“重点旅
客登记簿”，用一行行简单的记
录，为旅客诉说着发生在汝州站
的一个个春运小故事。

1月25日，返乡的江油的旅
客南军伟，候车时突感腹痛，一会
儿功夫去了几趟厕所。情急之下
他找到了“温馨服务台”，在这里
他拿到了一板“氟哌酸”、一板“肠
炎宁胶囊”和一个一次性纸杯
……

2月1日，准备乘坐K755次
列车前往广州看望儿子的72岁
老人张聚海，刚走到候车厅实名
制验证口，被实名制验证工作人
员给叫住了。原来年迈的老人
家为了给自己的儿子多带一些
汝州的土特产，在侄子的护送下
拿了三个大包，老人患有严重的
心脏病，他的侄子不放心，还非
要进站送车。实名制验证工作
人员用对讲机呼叫服务台值班
人员杨彩娟，杨彩娟为张大爷登
记了“重点旅客登记本”和“重点

旅客爱心服务卡”，同时填记陪
同送车人员一名。16时20分,
张大爷在车站春运志愿者小分
队和他侄子的护送下顺利到达
4号卧铺车厢，同时站台值班员
与列车长办理了重点旅客交接
手续，列车开出后，老人的侄子
持“重点旅客爱心服务卡”顺利
出站。

“重点旅客爱心服务卡”还
告诉旅客，“温馨服务台”有七大
服务“利器”：轮椅、雨伞、担架、
针线包、小药箱、重点旅客爱心
服务卡和志愿者服务小分队。

前五种“利器”，都是免费为
旅客提供的便民小工具；而第六
样“重点旅客爱心服务卡”，更是
这里最重要的“法宝”。“ 老、幼、
病、残、孕”，所有有特殊困难的
旅客，都可在服务台领到一张填
有他们姓名、联系方式、去向车
次、乘车日期和特别服务提示等
信息的联系卡。从登上列车那
一刻开始，这张小小的卡片将伴
随着旅客的行程，在乘务人员手
中进行爱心传递，直到帮助他们
顺利抵达目的地，保证爱心服务
不断线。

2月18日，正是这样一张充
满爱心的“重点旅客爱心服务
卡”，一路“护送”乘坐3098次
列车有腿疾的刘女士直抵首都

北京。
事实上，“重点旅客爱心服

务卡”背后还有更多未曾“讲”出
的春运故事。除夕夜，两名焦作
的旅客在汝州车站候车厅免费
吃上了暖心“年夜饭”，感动得热
泪盈眶；8名候车旅客在候车厅
看上了“爱心”春晚……

今年春运，汝州火车站在温
馨服务上也是下足了功夫。在

“温馨服务台”免费为旅客提供
列车时刻查询和中转换乘站信
息查询，并为旅客提供进出站、
上下车帮扶等服务。为方便旅
客安全快捷进站上车，候车大厅
划分了候车区域，开辟老、幼、
病、残、孕等重点旅客候车专座
专区和“爱心通道”。车站候车
厅还免费开通了WIFI，丰富旅
客的候车体验，旅客可在候车时
免费上网打发时间，让候车不再
寂寞。

春运以来，汝州火车站春运
日均发送旅客近1800人次，就
是这个“小小服务台”，共填记

“重点旅客爱心服务卡”116人
次，收到感谢信3封，得到广大
旅客广泛赞誉。

其实，“重点旅客爱心服务
卡”还告诉大家，它最大的价值
和荣誉，就在那一个个旅客的名
字里和一张张小小的车票里。

一张“爱心卡”讲述的春运故事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伟恒 通讯员 董英梅

钟楼街道：
遏制违建卷土重来

洗耳河街道
推进辖区旅游工作

汝州一论文荣获
墙材行业论文一等奖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康建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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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三项体育赛事连获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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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服务台”服务员为旅客发放应急药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