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9日，汝州市档案局（馆）在

丹阳路举办汝州记忆·资料图片展、历

史影像·汝州记忆老照片展。

今年6月9日是第十四个国际档案

日，汝州市围绕“档案话百年”主题精心

组织开展为期一个月（6月6日~7月5

日）的集中宣传活动。7月1日前后，汝

州市还将举办庆祝建党100周年红色

记忆资料图片展、红色经典影片展播、

“档案话百年”主题征文等活动。

通讯员陈素贞摄

6月 5日，汝州市在工人

文化宫游园举行 2021 年度

“六五环境日”主题宣传活动。

环保志愿者向群众详细讲解环

境监测设备的功能及使用情

况。

通讯员尚何何杭高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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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王文娅）6月5

日晚，豫中南7市旅游推广联盟文化交流暨夏

季旅游产品发布会汝州专场在温泉镇举行。

来自许昌、漯河、驻马店、周口、南阳、信阳、平

顶山和济源的文化广电和旅游部门，及知名旅

行社、主要景区负责人等参加发布会。

汝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刘鹏致欢迎辞。

汝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曲延辉主持专场

发布会。汝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沧海、

市政府党组成员史清秀参加活动。史清秀介

绍了汝州市全域旅游发展成果及景区夏季优

惠政策。

平顶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三级调研员

高亚在讲话中希望汝州市以此为契机，充分利

用这一平台，让豫中南7市人民共享汝州旅游

产业发展成果，实现区域资源共享，客源互动，

品牌共建，协作发展。

两天时间里，来宾们到访滨河公园、中国

汝瓷小镇、沙滩公园、天泽湾温泉康养中心、千

年古刹风穴寺、怪坡风景区、王湾民俗村、云堡

妙境高端民宿集群、弘宝汝瓷文化园等地，体

验汝州厚重的历史文化。

“我还要再来，来汝州了解汝瓷文化，学习

手拉坯技艺。”6月6日下午，来自济源一家研

学机构的李女士，在弘宝汝瓷文化园参观后留

下了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汝州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通讯员陈丙银）记者6月8日从汝州市粮食

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汝州市今年国有粮库将完

成1.35万吨地方储备粮小麦轮换工作。在按照国

家制定的最低收购价每市斤1.13元的基础上，汝

州国有粮库将按照市场浮动价格敞开收购农民新

生产的小麦。

据悉，汝州市今年8个国有粮库夏粮收购点分

别为：汝州零四一一河南省粮食储备库（庙下粮

库），联系人：孙俊杰13849581998，汝州市宇冠粮

食购销有限公司（米庙粮库），联系人：靳现国

13603758709，汝州市鑫瑞粮食购销有限公司（临

汝镇粮库），联系人：孙亚涛13783285718，汝州市

兴宇粮食购销有限公司（杨楼粮库），联系人：王瀚

15837515053，汝州市兴丰粮食购销有限公司（纸

坊粮库），联系人：杨保才13639801834，汝州市瑞

丰粮食购销有限公司（小屯粮库），联系人：刘现仁

13937500515，汝州市金麦粮食购销有限公司（骑

岭粮库），联系人：陈彦涛13837518137，汝州市戎

庄粮食储备库（八零三粮库），联系人：刘现仁

13937500515。

为了确保农民增收，该局发出服务承诺，凡是

挂牌收购的每个收购点会将收购登记、检验、过磅、

价格、质量标准等信息向售粮农民公开，张贴收购

承诺书。为方便农民朋友就近售粮，收购库点开展

了预约检验、预约收购等多种方式。库点配备了自

动扦样器、快速水分仪、输送机、振动清理筛等现代

化入库设备，实施“一过筛、两吹风、人工清扫”和现

场监督标准化流程。咨询、登记、检验、检斤、结算、

兑付等业务实行“一站式”服务，程序简便，流程高

效。开通了网上银行，所有收购点的粮款均通过

“一卡通”直接支付，“谁来售粮、给谁付款”，保证不

“打白条”。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任亚晓）记者

6月8日从汝州市富硒产业发展办公室获悉，

日前，汝州市和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功能

农产品委员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中国农业

国际合作促进会功能农产品委员会将在富硒

产业规划、产业体系建设、产业标准及检测等

体系建设和品牌推广等方面，为汝州方面提供

一系列支持和帮助，共同打造富硒产业新高

地，形成富硒产业发展新格局。

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功能农产品委员

会专家结合莅汝调研情况，就富硒产业发展提

出具体指导意见：一是加快推进行业标准制定，

深化标准引领，推动富硒农业健康有序发展。

二是积极借鉴安康、恩施等地成熟经验，实现富

硒产品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推动产业融合。

三是建设检测中心，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加

强科研协同，构建市场营销体系，推进创建乡村

振兴示范县。四是加快推动区域公共品牌建

设，全面叫响“绿色汝州中国硒海”地域名片。

五是强化宣传，通过举办硒知识科普大讲堂、三

微一端等新媒体多形式开展科普宣传，增强宣

传实效，提升全民对富硒产业的认知。

在6月2日举行的富硒产业发展座谈会暨

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上，汝州市委副书记、

市长刘鹏介绍了汝州概况和社会经济发展情

况。近年来，汝州市按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总要求，积极实施产业升级、基地培育、品牌建

设等三大行动，以十大特色农业产业为主导，

高规格成立富硒产业工作专班，聘请专业机构

对富硒土壤进行检测，夯实富硒产业发展基

础，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汝州市委副书记陈淑雅主持座谈会和签

约仪式。汝州市政府党组成员吕占洪介绍了

汝州农业基本现状及富硒产业发展情况。

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副秘书长、功能

农产品委员会秘书长魏有，中国科学院地理科

学与资源研究所陆地表层格局与模拟院重点

实验室环境健康组高级工程师虞江萍，汝州市

18个乡镇、街道和市农业农村局等相关委局主

要负责人，硒粮香等企业代表参加了会议。

“国字号”专业委员会与汝州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叫响“绿色汝州 中国硒海”地域名片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吴海娜）6月

1日，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副秘书长、功能

农产品委员会秘书长魏有一行，到汝州市庙下

镇甘薯现代农业产业园、东都三粉加工基地、

临汝镇硒粮香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温泉镇天润

农生态农业示范园、中农富邦蓝莓基地、中王

生态农牧等汝州市优势特色产业基地，深入了

解富硒产业和特色产业发展情况。

汝州市委副书记陈淑雅、副市长焦慧娟、

市政府党组成员吕占洪参加调研。

魏有一行莅汝调研
富硒产业发展工作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闫鑫鑫）6月

9日，来自汝州市工信局的消息称，总投资113

亿元的河南天瑞煤化工绿色智能低碳环保装

备大型化升级改造等三大项目，目前进展顺

利。

河南天瑞煤化工绿色智能低碳环保装备

大型化升级改造项目总投资60亿元，基于汝

州天瑞煤焦化有限公司现有年产二级以上冶

金焦100万吨产能，实现产能整合置换，形成

年产360万吨焦炭产能的新型工业转型升级

项目。目前，能评指标已由省发改委通过，可

研报告正由三方编制，环评及安评也在有序推

进中。

另悉，总投资20亿元的汝丰焦化有限公

司装备大型化改造升级项目预计年内投产。

该项目基于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焦

化有限公司和汝州市汝丰焦化有限公司现有

产能，进行产能整合置换，形成年产120万吨

焦化规模。目前项目能评、安评已完成，正在

进行两个焦炉基础立柱浇筑和煤塔区烟囱施

工，预计今年8月份点火，10月份投产。

总投资33亿元的河南平煤神马夏店煤业

有限公司年产150万吨原煤工程项目建设速

度加快。该项目设计生产年限70年，配套建

设同等规模的选煤厂。目前，一二期基础建设

已完成，三期首采面工程正在施工，投产后预

计实现年销售收入6.78亿元。

据了解，近年来，为加快推进煤炭焦化产

业转型升级步伐，提升工业高质量发展水平，

汝州市以大型化绿色化为转型方向，围绕焦化

产业三大重点项目，优服务、保投产、促转型，

实现了三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围绕三大项目 投资113亿元
汝州市加快推进煤炭焦化产业大型化绿色化转型发展

汝瓷知己 汝州等你
豫中南7市旅游推广联盟代表来汝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张九霄）6月9

日，来自汝州市委组织部的消息称，在从严管理监

督干部，促进忠诚干净担当工作中，汝州市以抓根

本、抓导向、抓经常、抓关键“四抓”为抓手，突出强

化“四个监督”，即政治监督、担当作为监督、日常

监督、选人用人监督，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

管长严，营造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氛围。

抓根本，突出政治监督。汝州市把好干部标

准细化为看政治素养、看责任担当、看专业能力、

看工作实绩、看群众公认、看岗位需要等“六看标

准”，将政治素养作为首要标准和政治监督的首要

任务，重点监督党员干部落实“两个坚决维护”、严

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的情况，真正把好干部选出

来用起来，把“伪忠诚”“两面人”挡在门外。

抓导向，着力担当作为监督。聚焦疫情防

控、信访维稳、文明城市创建等“四重一线”，出台

《关于充分调动干部积极性激励改革创新干事创

业的意见》，坚持“三个区分开来”，梳理15项免责

清单，为实干者撑腰鼓劲，让有为者放心作为。研

究制定干部能上能下实施办法，明确20种负面情

形和研判标准，对不担当、不作为的干部，及时进

行组织调整，切实形成警示震慑效应。

抓经常，注重日常监督。发挥纪委监委、巡

察、审计、信访等部门的职能作用，定期召开监督

工作联席会议，分析干部在管理监督中存在的问

题，研究制定加强和改进干部监督工作的措施和

对策。用好巡视巡察、考核、经济责任审计、信访

等成果，对存在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干部，及时进

行提醒、函询或诫勉。

抓关键，强化选人用人监督。结合年度考

核，对120个单位开展选人用人“一报告两评议”

工作，将评议结果及时反馈相关单位，作为考核

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重要参考。结合政法队

伍教育整顿，派出专项检查组，对法院、检察院、

公安局、司法局等4个单位开展选人用人专项检

查，及时反馈问题，督促提高选人用人工作规范

化科学化水平。结合乡镇换届，充分利用电话、

网络、信访、短信“四位一体”的12380综合举报

平台，安排专人24小时值班，扎实做好选人用人

问题线索查核处理工作。

汝州市“四抓四监督”加强干部管理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朱云飞）6月1

日，汝州市安委会办公室组织召开会议，动员部

署2021年“安全生产月”活动。汝州市副市长陈

晓明出席会议并讲话。汝州市政府办和各乡镇、

街道，市安委会成员单位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集中观看了河南省第20个“安全生产

月”暨“安全生产万里行”活动启动仪式，对“安

全生产月”活动及当前重点工作提出要求。

会议强调，今年6月是全国第20个“安全生

产月”，主题是“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

展”。各乡镇、街道，市安委会成员单位要按照

上级统一安排部署，精心组织、周密安排，认真

开展好“安全生产月”各项系列活动，要广泛开

展宣传教育活动，营造浓厚氛围，推动工作落

实。各单位要结合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集中攻坚行动，紧盯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区域和

重点部位，加强隐患排查治理和风险防控，牢牢

守住安全底线。

落实安全责任 推动安全发展
汝州市动员部署“安全生产月”工作

坚持四个统筹 突出五个重点
汝州市全力确保工业企业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新闻 1+1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闫鑫鑫）“要切

实增强做好工业行业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

紧迫感，坚持四个统筹：统筹好安全和发展、乡

镇和部门、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小微企业，突

出责任落实、源头管控、重点时段、重点任务、重

点行业五个重点，采取有效措施，压实责任，切

实将工业行业安全工作落到实处，全力确保全

市工业企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6月7日，

汝州市召开2021年工业行业安全生产工作大

会，汝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孟宪强在会上这

样强调并要求。

会议开始前，观看了电视专题片《生命重于

泰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

论述》，传达学习国务院、省和平顶山市安委会，

工信部、省工信厅和平顶山市工信局有关通知

和文件精神。

汝州市产业集聚区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姚军柱总结了一年来工业行业安全生产工作，

指出了存在的问题，通报了近期安全生产事故

情况，安排了今后工作。21个乡镇、街道，19个

相关局委，18家重点企业安全副职、安全科室负

责人，共120余人参加会议。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李晨霄范群浩）

记者6月9日从汝州市住建局了解到，在建筑工

地塔式起重机、施工升降机等设备拉网式专项排

查整治中，该局已检查在建工程39个、建筑起重

机械119台，下达安全隐患限期整改通知书25

份，停工通知书2份，暂停使用起重设备23台。

今年以来，多省连续发生多起建筑起重机

械安全事故，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有效防范同

类事故发生，汝州市住建局安监站邀请第三方

检测机构，组成两个专项检查组，对在建建筑工

地塔式起重机、施工升降机等设备实体展开了

拉网式安全专项检查。

此次检查按照“零容忍、严查处”的总要求，重

点对建筑工地现场起重机械实体安全隐患等方面

进行检查，对达不到安全条件的起重设备一律立

即停用。目前，有关单位的安全隐患正在整改中。

汝州市开展建筑起重机械专项排查整治

汝州国有粮库敞开收购夏粮
售粮农民请记住这几个电话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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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约仪式任亚晓摄

焦炉端台正在施工 闫鑫鑫 摄

走访汝瓷企业 张鸿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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