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汝州

市临汝镇临东村

长 500 多米、宽

约5米的东大街

新建柏油路竣工

通车，方便了居

民出行。图为柏

油路施工现场。

本报通讯员

闫永申摄

日前，汝州市

钟楼街道拐棍李

社区到市直第三

幼儿园的水泥路

全面竣工通行，幼

儿家长们纷纷为

拐棍李社区干部

点赞。图为工人

在清理道路两侧

附属物。

本报记者 张
鸿飞通讯员梁鹏
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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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近日，汝州市残联组

织工作人员到小屯镇、临汝镇等20

余户残疾人家中，回访辅助器具适

配工作，指导他们掌握辅助器具特

点，科学使用，更好满足日常生活

需要。此次回访旨在详细了解残

疾人辅助器具使用情况和康复需

求，提高辅助器具使用率，推动残

疾人工作更好地发展。

（张亚楠）

本报讯为预防和杜绝溺水事故

发生，确保学生生命安全，6月7日，

汝州市庙下镇在镇中心校召开校园

安全及防溺水专题会，全镇中小学

校长及幼儿园园长参加了会议。

会上，传达学习了《庙下镇中

心学校2021年预防未成年人溺亡

工作方案》，要求各学校利用班会

和发放《致家长一封信》等多种形

式，宣传防溺水的相关知识，携手

筑起一道安全防线，确保孩子们健

康快乐成长。 （杨航）

汝州庙下镇召开防溺水专题会

汝州煤山街道检查指导新冠疫苗接种

本报讯 6月7日，汝州市煤山

街道党工委书记王江发、办事处主

任孙延武带领相关人员前往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检查指导新冠疫苗

集中接种工作，为一线工作人员送

去了矿泉水、方便面等慰问品。据

悉，该街道目前已完成疫苗接种

16359剂次。 （毛远恒）

汝州杨楼司法所
送法到田间

本报讯 6月3日，汝州市司法局杨

楼司法所普法宣传队到杨楼镇杨楼

村、马庄村，开展田间普法宣传。通过

发放宣传资料、赠送宣传礼品等形式，

普法志愿者向群众介绍大气污染防治

法、民法典、反电信诈骗等与生活密切

相关的法律知识，并为群众提出的民

间借贷、婚姻家庭纠纷等答疑解惑。

此次活动共发放各类普法资料300余

份，发放普法宣传围裙50余个，现场解

答群众法律咨询8人次。 （郭靖滢）

汝州社区矫正对象
参加义务劳动

本报讯 6月7日，汝州市司法局夏

店司法所、陵头司法所组织社区矫正对

象到辖区敬老院开展公益服务活动。6

月1日，该局组织了10名社区矫正对

象到法治文化长廊开展义务劳动，以志

愿服务形式加强其社会公德意识和社

会责任感。（许艳芳韩梦娜郭靖滢）

汝州市残联开展辅助器具回访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许艳芳
芮家薇）6月9日，来自汝州市司法局的消

息称，目前，汝州市有执业律师158人，每

万人拥有律师数达1.31人，顺利完成高水

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监测指标体系中“律

师万人比”≥1.2的目标任务。

“万人拥有律师数”是高水平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监测指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去年，省委第五巡视组在巡视汝州时发现，

汝州市人口为120万人，实际拥有律师数

只有111人，远低于小康社会监测指标体

系中每万人拥有律师数1.2人的目标，要求

汝州市司法局立刻整改。

今年4月19日，汝州市委第三集中督

导组对该局开展了“回头看”暨集中督导工

作。该局党组主动作为，全力推动整改有

效落实。一是优化律师执业环境，完善律

师执业权利保障，加强对青年律师和新办

律师事务所的支持，引进了3名优秀律师

合伙人。二是树立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的理

念，建立健全律师担任政府法律顾问、从事

公益性法律服务经费保障机制。三是大力

发展公职律师，引导各级党政机关、人民团

体、企事业单位设立公职律师和公司律

师。四是重点发展社会律师，面向全国吸

引高素质专业律师来汝州执业。据悉，到

今年年底，汝州市律师总数将达160人。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刘春平）

自汝州市委第六巡察组进驻市人大常委会

机关党组开展巡察工作以来，该机关党组

认真履行职责，将整改作为落实管党治党

主体责任的有力抓手，以整改工作的实际

成效诠释对党的忠诚。

聚焦反馈问题，一对一剖析问题症

结。在落实汝州市委第六巡察组交办问题

过程中，该机关党组针对反馈的每一个问

题，认真审查线索并拿出详细整改方案。

机关党组书记一对一约谈相关委室负责人

和有关具体责任人员，举一反三，切实做好

整改工作。

聚焦整改问题，真改实改抓整改落实。

该机关党组聚焦“当下改”，着眼“长久立”，

建立了党组书记专题会听取巡察整改情况

汇报制度，督促有关单位办理案件1件，开展

专项工作2项，新建、修订管理制度17项。

聚焦长效问题，力戒旧疾新病再出

现。在巡察整改中，该机关党组切实担负

起巡察整改主体责任，机关各支部和有关

责任委室严格对标对表，建立健全《机关财

务制度》《机关请销假制度》《意识形态工作

五项制度》等各项制度，做到以制度管权管

事管人，扩大整改成果。对已经整改解决

的问题加强跟踪管理、形成常态，坚决防止

问题反弹回潮和新问题的出现。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姚倩倩）

近日，汝州市委第七集中督导组对汝州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展巡视巡察整改

“回头看”暨集中督导工作。在听取巡视

巡察整改专题汇报后，督导组对该中心的

工作给予了肯定，并就“回头看”提出要

求。

自巡视巡察整改“回头看”工作开展以

来，汝州市委第七集中督导组成员和该中

心相关负责人，对照整改台账一项项进行

全面对账，特别是对于巡察反馈问题当中

存在的短板和漏项，进一步督促整改。该

中心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对号入

座认领任务，立行立改，确保改彻底、见实

效、不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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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许艳芳）6月8日，

京师（汝州）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张进营到郑煤集

团复盛矿业有限公司进行民法典知识宣讲，从民法

典的概念、适用范围，民法典的体例，及民法典实施

对煤矿经营以及职工生产生活的意义等方面进行

了解读。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马靖
瑜）6月5日上午，河南宏尚青农牧有限

公司湖羊生态养殖基地项目在汝州市

临汝镇东马庄村奠基开工。

该养殖基地规划占地面积80余

亩地，计划投资 3000 万元。项目一

期占地面积约35亩，投入资金1500

万元，建设羊舍约4000平方米，草料

库约1500平方米，青贮池约3000立

方米，精料及加工车间约 800 平方

米，建设办公用房、生活配套用房等

约450平方米。项目全部建成后，将

年出栏湖羊1.5万只，年产值约1000

万元。

据悉，该养殖基地采用有机种植和

养殖方式，搭建种、养、牧相结合的农业

生态结构，最终建成集养殖、种植、研发

于一体，分区明确、布局合理，生态上能

自我维持、经济上有生命力、产品安全

可靠的花园式农业生态园示范基地。

该项目还将为约7000亩农村富余秸秆

找到出路，为当地农民提供就业岗位，

帮助农民增收。

临汝镇党委书记乔延召，镇党委

副书记、镇长师格等，河南宏尚青农牧

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李正桥等参加奠基

仪式。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于俊
鸽）6月8日，来自汝州市紫云路街道的

消息表明，吴洼社区已有630户居民选

到了满意的新房。

吴洼安置区位于汝州城区东部新

区，广成东路北、朝阳东路南，与城市中

央公园隔路相望，环境和区位优势明

显。该项目自启动以来，平均每周，汝

州市棚改领导小组主要领导都要到工

地，或紫云路街道调研，听取项目进展

汇报，协调处理有关问题。汝州市新城

办、城投公司、住建局、国资局等单位，全

力配合和服务项目建设，为吴洼棚改项

目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大力支持和帮

助。目前，吴洼安置区工程建设已进入

最后阶段，34栋住宅楼中有22栋楼达

到交房条件，本次首批分房22栋楼共推

出优质房源985套。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丁亚
伟杨俊英）“不错，环境真好，一点都不

输原来的老南关。”6月8日，记者从汝州

市洗耳河街道获悉，南关社区72岁的张

金海和老伴在选房时，相中了C区5号

楼701室，当看到工作人员贴上代表已

选的“红旗”后，舒心地连声夸赞道。

张金海是汝州市洗耳河街道南关

社区一期二批拆迁居民。此次南关社

区回迁选房，按照协议，张金海可以选

择一套面积120平方米左右的回迁房。

选房日第二天，张金海和老伴就来

到了南关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选房区。工

作人员问清楚老人对于户型、通风、水电

气暖等要求后，为他提供了选房方案。

最终，张金海选择了C区5号楼701室。

南关社区党支部书记陈红卫说，此

次南关棚户区回迁C地块，共有房源6

栋762套。为了让居民顺心、顺利选

房，南关居委会和南关棚改指挥部、洗

耳河街道办事处每天安排专人提前两

天电话联系居民，告知选房时间，并提

供全方位服务，做到选房工作透明化、

人性化、科学化。

汝州市每万人拥有律师1.31人

汝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展巡察整改“回头看”

整改台账 查漏补缺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许艳芳叶鹏飞）6

月3日，汝州市司法局组织平顶山金正法医临床司

法鉴定所、平顶山广成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在汝

州市工人文化宫广场开展司法鉴定进社区、服务群

众做义诊主题活动。

活动中，工作人员为群众讲解司法鉴定程序、法

医临床鉴定等相关知识，并为群众提供义诊服务。当

日共接受咨询100多人次，发放宣传资料1100余份。

汝州市司法局

司法鉴定进社区 服务群众做义诊

汝州市交通运输局

“点对点”免费接送考生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郭永涛）6月7日、

8日，后视镜处缠着绿丝带、贴有爱心助考标识的出

租车、私家车和公交车，成了2021高考季汝州街头

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为更好地服务参加今年高考的师生，汝州市

开展了全城联动，爱心助考活动。该市交通运输

局等10多家单位，及800多名私家车车主参加了

此次公益活动。除在城区和乡镇采取“包车”方式

为考生提供“专车”接送服务外，汝州市交通运输

局还在一高、实验高中、三高等考点安排了8台配

备免费矿泉水的新能源公交车，“点对点”免费接

送考生。

汝州市住建局全方位服务高考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李晨霄）为使参

加2021年高考考生有一个安静的考试、休息环

境，汝州市住建局在做好一高、二高、三高、实验

中学等考场周边供水、供气等民生保障工作的同

时，通知要求，安监站、装饰所负责考点周围建设

工地监管，影响考试、考生休息的停止施工；公用

事业科负责确保考点周围市政设施运行良好；自

来水公司负责做好考点及考生住宿点的供水安

全保障工作，新奥燃气确保考点及考生住宿点燃

气供应。

北京京师（汝州）律师送法进企业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丁亚
伟李勤勤）“今年的端午节还没到，但我已

经提前过节了，而且我过得还很开心，荣欣

市场和社区的关爱让我感到特别温暖和高

兴。”6月6日上午，汝州市洗耳河街道西西

社区居民李玉仙，指着刚领到的大米、鸡蛋

等端午节慰问品，喜笑颜开地说。

为迎接传统端午佳节，促进邻里之间

的沟通，进一步营造邻里守望的和谐氛

围，当日，西西社区与社区党建共驻共建

单位——荣欣农贸市场联手开展“端午关

怀老人、献礼建党百年”活动，为社区120

名老人发放了大米和鸡蛋等过节物品。

荣欣农贸市场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

将继续与西西社区积极探索组织共建、党

员共管等工作，通过加强对接沟通、强强

联合，实现资源共享、要事共商、先进共

创。

西西社区党支部书记高从悟说，西西

社区将坚持以人为本的方针，优先养老服

务，为辖区老人提供温馨舒适的晚年生活

环境，继续围绕“节庆日”开展关爱老人等

民生实事，不断提高辖区居民的幸福指数，

进一步推动社区和谐发展。

汝州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用整改实效诠释忠诚

聚焦“当下改”着眼“长久立”

汝州市洗耳河街道西西社区开展端午节慰问活动

浓情迎端午 爱心暖夕阳

河南宏尚青农牧项目开工
年出栏湖羊将达1.5万只 年产值约1000万元

汝州市吴洼安置区630户居民喜选新房

汝州市南关棚改C区762套房任民选

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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