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范益荣刘民杰）4月8

日，为全面了解汝州市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

补助项目完成情况，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

赵云棵一行，来汝州调研指导基层农技推广项目实施

工作。

调研组一行走进农村、科技示范基地、科技示范户、

乡镇农技站，通过发放问卷、现场问询等方式，重点了解

科技示范基地展示情况、农技人员服务情况、科技示范

主体培育和示范带动情况以及乡镇（区域）农技站运行

等。

在纸坊镇牛王村祥瑞种植专业合作社，调研组进

行了观摩并与合作社负责人进行了情况交流。调研组

一行还到纸北村新丝路家庭农场、汝州市碧波园家庭

农场、汝州市农技推广中心区域站进行了调研指导。

调研组充分肯定了汝州市农技推广项目实施工

作，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范益荣）4月13日，记者从

汝州市农业农村局获悉，日前，平顶山市组织农业农村、发改

委等相关部门，来汝州验收2020年度食用菌企业“双改”项

目，经评议，汝州市食用菌企业“双改”工作顺利通过验收。

食用菌企业“双改”工作是省政府专项督察的环保任

务，是实现煤炭减量、完成环保攻坚任务的核心措施和有效

手段。“双改”，即食用菌灭菌环节从使用散煤改为电力或天

然气，通过“双改”，推广食用菌标准化生产技术模式及清洁

化生产技术，推动食用菌工厂化生产改造升级工作，促进食

用菌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

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资料、座谈交流等形式，验收组一

行详细了解了汝州市食用菌企业“双改”项目完成情况，之

后，又到临汝镇朕迪菌业实地察看了灭菌设备运行情况。

验收组要求，要把食用菌企业“双改”这项惠及民生的工作

做好，不遗余力地完成产业清洁化生产转型升级，实现环

境空气质量改善、食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双赢”。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李晨
宵 华丽霞）4月14日，记者从汝州市住

建局了解到，为加强城市与建筑风貌

管理，贯彻落实“适用、经济、绿色、美

观”新时期建筑方针，根据省住建局关

于开展城市与建筑风貌专项调研工作

文件精神，该局组织开展了专项调研

活动。

通过对基本形成的商务中心区、公

共服务中心区、古城历史风貌区、产业融

合中心区、中国汝瓷小镇景观区等7个

特色显著的建筑风貌区域、城市风貌和

空间特色的调研，对汝州城市定位、城市

布局、城市形象、发展的空间布局等进行

了梳理，按照城乡总体规划、片区控制性

详细规划和重点地段城市设计要求等，

确立了“大气汝雅、美丽汝州”的城市形

象定位。

城乡总体规划 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重点地段城市设计

汝州“大气汝雅、美丽汝州”城市形象定位确立

汝州市食用菌企业“双改”项目通过验收 汝州市农技推广工作获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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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王晓娜）

随着气温回升，近期，小麦蚜虫、红蜘蛛繁

殖速度加快，密度快速上升。据汝州市农

业农村局调查，小麦蚜虫在部分地块密度

较高，全市平均百株有虫 390 头，最高

1200头，达标面积（应防面积）8万亩。红

蜘蛛在个别干旱地块密度较高，全市平均

市尺单行有螨135头，最高点密度达520

头，达标面积（应防面积）15万亩。

汝州市植保站专家预测，全市麦蜘

蛛、蚜虫的发生范围将会继续扩大，密

度仍将继续上升，危害程度将会进一步

加重，建议农民朋友根据田间发生情况

及时喷药防治，为夏粮丰收打下良好基

础。

具体防治方法如下：
防治指标：麦圆蜘蛛（水浇地）200头/

市尺单行，长腿蜘蛛（旱地）100头/市尺单

行；麦蚜虫500头/百株。

防治方法：防治小麦红蜘蛛，每亩可

用1.8%阿维菌素乳油10毫升，兑水40~50
公斤喷雾或20%哒螨灵可湿性粉剂1000~
1500倍液均匀喷雾。也可亩用生物农药

10%浏阳霉素乳油20~30毫升+激健15克，

兑水喷雾。

防治小麦蚜虫，每亩可用25%吡虫啉

可湿性粉剂10~15克或25%吡蚜酮可湿性

粉剂防治15~20克，兑水40~50公斤均匀

喷雾。也可亩用生物农药1%苦参·印楝素

乳油20毫升+激健15克，兑水喷雾。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高素
会）4月9日，全国第一次自然灾害综合

风险普查第3次省级普查办主任暨省级

技术组普查工作视频会召开，会议由国

务院普查办主任郑国光主持。汝州市减

灾委组织应急管理、林业、住建、交通运

输、水利、科技、自然资源、气象、地矿9

个单位负责人及技术人员集中收听收看

了会议实况。

会议结束后，汝州市应急管理局副

主任科员樊武正在讲话中强调了各专业

部门职责，要求有专项普查任务的部门

积极与上级部门对接，做好风险普查的

前期准备工作，其他部门要积极配合，加

强沟通，确保信息准确、真实。会上，清

研灵智信息咨询（北京）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朱琪，应邀解读了汝州市第一次全国

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总体任务，县级

部门职责、任务、分工，以及此次普查的

背景、具体任务和内容、如何开展普查、

普查常见问题等。

汝州市部署安排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郭永涛）4月

14日，记者从汝州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小屯

镇X030时宝线道路改建工程已开始沥青混凝

土路面铺设，近期将达到通车条件。

此项改建工程是西连G207的重要道

路，东接宝丰县，全长3.18公里，采用二级公

路标准，机动车道宽9米，双侧各两米绿化带

和3米非机动车道，设计速度为每小时40公

里，总投资约3453万元。该项目的建设将极

大改善小屯镇东部16个行政村群众的出行

条件，拉动了沿线乡镇经济发展，对汝州市东

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

据介绍，为推进党史学习教育不断走深

走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动力，4月8

日，汝州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梁帅

军带领农村公路管理工作人员，实地察看了

X030时宝线道路改建工程。梁帅军说，农

村公路是优化营商环境、增强乡镇功能、改

善人居环境、实施乡村战略的硬件基础，“我

们要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践行‘我为群

众办实事’宗旨，为满足当地群众出行、经济

发展建设当好先行，以优异的成绩庆祝建党

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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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张晓丹）

4月8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汝行集团

庆祝建党100周年党史学习教育报告会

在青瓷博物馆学术报告厅举行。

“100年来，历经风雨，砥砺奋进，中国

共产党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使我们的国家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的面貌

焕然一新……”应汝行集团党委邀请，汝

州市原市长、平顶山市人大常委会原秘书

长、76岁的史庚申讲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新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

来的伟大飞跃。汝州市政协原副主席、85

岁的张宏，应邀结合亲身经历，从上学、工

作到参军进藏到回到地方，用一件件真实

的事件，让参加报告会的党员同志更加深

刻地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在100年风雨历

程中，历经了怎样的战火洗礼和严峻考验。

据介绍，汝行集团党委将紧密结合实

际，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在学深

悟透的基础上做深做实，将学习成效转化

为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力量，以精雕细

琢的工匠精神，为汝州山水宜居绿城建设

和经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谨防小麦蚜虫、红蜘蛛
专家建议：关注防治指标 及时开展喷药防控

庆祝建党100周年

汝行集团举办党史学习教育报告会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石丰
周 罗亚杰）4月13日，记者从汝州市工

信局了解到，根据汝州市委第六巡察组

优化营商环境专项巡察反馈的意见和建

议，该局着力围绕构建“亲”“清”政商关

系，制定了突出“四个重点”，主动担当作

为，精准服务，当好企业“店小二”，切实

解决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工作办法。

落实首席服务官制度，召开企业家

月例会。该局全面落实重点民营企业

首席服务官制度，更好地为企业发展、

项目建设提供服务。各主管领导和科

室负责人主动定期到重点企业、重点项

目、重点园区调研，深挖企业生产经营

中的痛点、难点、堵点，梳理形成问题台

账。3月共收集重点难点企业问题12

个，组织召开全市企业负责人月例会，研

究解决办法。

搭建银企对接平台，召开银企对接

会。为帮助企业解决发展资金难题，该

局邀请工行、农行、中行、建行、邮政银行

等14家银行和华港陶瓷等47家企业的

负责人对接，畅通企业融资渠道，银行介

绍了最新信贷政策、相关业务、金融服务

等，工行等5家银行与华港陶瓷等4家企

业达成了合作意向。

加强审计整改、信访举报核实，持续

做好清欠工作。该局通过实地查看、电话

回访、召开专题会议等形式，加强审计整

改、信访举报核实等形式，发现问题并推动

问题解决，统筹各拖欠主体多方筹措资金，

想方设法偿还欠款，加快推进清偿。

精准服务，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坚

持一手抓传统产业改造提升、一手抓新

兴主导产业培育壮大，该局依托6个产

业服务专班，全力推进重点企业、重点

园区建设，持续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

展。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雷文娟）4月

9日，汝州市自来水公司组织20多名志愿者

到沙发厂小区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志愿服

务活动。据了解，从3月下旬至今，该公司维

修队为城垣小区、青龙街等老旧小区实施了

供水管网改造工程，更换DN100管网190

米、DN63管网720米，切实解决了居民用水

难题。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王一妃）在

党史学习教育中，汝州市临汝镇党委、镇政府

把镇村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党群综合服

务中心等场所作为重要阵地，将此项工作落

到实处、深入人心。

组织开展宣讲活动，回顾中国共产党带

领全国人民坚持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组织

书画爱好者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书画会，现场

创作，把党的百年光辉历史融入书法绘画。

邀请汝州市人社局训练中心讲师为西营村低

保户及长期在家人员提供职业技能培训。组

织镇村志愿者参加义务劳动。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陈振旭）自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王寨乡统筹运用好

辖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资源，深入开展

“学党史悟思想·我为群众办实事”系列活动，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

人心。

该乡充分发挥党委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的

带头作用，依托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每

半个月组织开展一次班子成员、党支部书记

集中学习活动。乡党委主要负责人围绕党史

学习教育主题，轮流开展讲党课活动。目前，

该乡在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开展集中学习

活动两次，受教育党员干部近300人。

建立乡级领导分包联系工作片、分包联

系村等工作制度。该乡以各村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站）为主要阵地，围绕党史学习、基层党

组织建设、集体经济发展等方面，每月安排2

至3天时间，集中开展学习研讨，村“两委”成

员逐一发言，推进党史学习教育与研究解决

突出问题相结合、同推进党的高质量建设相

结合，确保学习见真效、出真彩。目前，该乡

班子成员开展集中研讨33次，解决群众最忧

最盼事项8个。

聚焦党史学习教育中“为群众办实事”

主题，进一步加强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建

设管理，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的

志愿服务作用，引导各村党员志愿服务队与

群众结户联谊，打通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

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目前，该乡开展服务

空巢老人、留守儿童、残障人员等群体志愿

服务活动3次，开展清洁环境卫生志愿服务

活动8次。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郭靖滢）“感

谢公证处的工作人员，跑这么远办得这么

快，现在贷款已经批下来了。”4月14日，记

者从汝州市公证处了解到，该处践行“我为

群众办实事”宗旨，在接到求助后，派员赶赴

西安为当事人办理公证手续，解了当事人贷

款的燃眉之急。

今年3月底，汝州市公证处接到一个电

话，求助人称，汝州市乐华恒业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秦姓法定代表人的妻子张女士因脚踝骨

折在西安住院，但该公司与银行方面有三笔

贷款急需办理公证。汝州市公证处紧急协

商后，应当事人申请，派出公证员刘志勇、闵

向博前往西安，在医院外，为该公司办理了

公证手续。

据悉，自队伍教育整顿工作开展以来，汝

州市公证处积极为群众解难。共为7名无法

前来办理公证手续的当事人提供了上门服务。

汝州市自来水公司组织志愿服务E

临汝镇党史学习教育点多面宽D

王寨乡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细走实C

汝州市公证处派员赴西安办理公证手续B

汝州市交通运输局力推农村公路建设A

聚力当好“店小二”精准服务助发展

汝州市工信局四举措优化营商环境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丁亚
伟）4月13日，记者从汝州市洗耳河街道

了解到，南关棚改回迁区C地块正在加

速施工，B地块已进入施工前准备阶段，

近期即全面复工。

记者在C地块看到，工人们正在垒

建该小区围墙，院内黄土裸露地段全

部被防尘网覆盖，已栽植了部分绿化

苗木。据该项目生产经理郭长兴介

绍，近段时间，施工人员充足，准备回

迁的6栋楼中有4栋已安装室内门，正

在进行室内地板砖修补，预计本月20

日开始室内涂刷乳胶漆作业。小区地

下管网、强弱电、自来水、污水管网铺

设已完成工程量的70%，小区主干道

已全部硬化完毕，正在进行小路、停车

位、休闲广场等配套设施的路面硬

化。下阶段，将抓住有利天气，适时开

始小区全面绿化。

在B地块，记者看到，院内部分广告

牌、防护网已经更新，部分地段杂草已经

清除。一位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该项

目正在进行施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近

几天工人就要陆续进场，预计4月18日

正式开始施工。

当日上午，汝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杜占广、洗耳河街道党政负责人，来到

南关棚改回迁项目B、C地块，查看工程

进度，肯定了当前工程进展情况，同时要

求施工方在保证安全、质量的前提下，抢

抓进度，全力推进项目进展。

C地块加速施工 B地块近期启动

汝州市洗耳河街道南关棚改项目进展快

围墙施工围墙施工 丁亚伟丁亚伟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