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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汝州眼科医院视光团队组织部分家长开展了“近视防控从
小抓起、从预防抓起”的主题科普讲座，从眼球的功能、构造出发，讲述到

爱眼习惯的养成及爱眼的重要性，分享如何纠正孩子们生活中的不良用

眼习惯，得到了家长们的一致赞同和好评。 张亚萍
◆ 连日来，市畜牧局连续举办了 2021年行政执法人员培训班和

2021年度动物检疫业务培训班，为行政执法和动物检疫提供了坚强保
障。 李晓伟 杨向前

◆ 近日，汝州市民之家召开窗口纪律作风提升会，市场监督管理局
窗口负责人就好的经验做法进行了介绍，税务局窗口负责人和人防办窗

口负责人就进一步加强工作纪律作了表态发言。 李晓伟 李铭洋
◆ 为落实司法部、教育部《关于加强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工作的若

干意见》精神，进一步完善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的教育网络，形成全

社会齐抓共管的教育格局，近日，市司法局召开中小学校法治副校长聘

任大会，传达了《关于聘任全市中小学法治副校长的通知》及《汝州市学

校法治副校长聘任与管理工作意见》，宣读了 60名被选派的法治副校长
人员名单。 穆振川

◆ 近日，城东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巡检工作人员在对厂区设备正常
巡检时发现调理池电机出现故障，公司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组织设备

维修人员对调理池电机进行抢修。经过 2个多小时的抢修，调理池电
机设备恢复正常运转，确保了污水处理设施稳定运行、达标排放。

梁杨子 户红丽

我市召开灾后重建及对上争取专项工作汇报会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梁杨子） 10月 13日，我市召开灾后

重建及对上争取专项工作汇报会。会议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洪涝

灾害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及对上争取项目资金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安排

下一阶段重点工作。市领导刘国朝、郑华永出席会议。

我市召开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工作会议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梁杨子） 10月 13日，我市召开惠民

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工作会议。市领导刘国朝、赵宪正出席

会议。

我市召开 2021年度养老保险暨 2022年度医疗保险征缴动员会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梁杨子） 10月 13日，我市召开 2021

年度养老保险暨 2022年度医疗保险征缴动员会。市领导刘国朝、赵宪正
出席会议。

我市举办汝州文艺大讲堂活动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梁杨子） 10月 13日，我市举办汝州文

艺大讲堂活动。活动邀请河南省文联《南腔北调》杂志社主编饶丹华、新生

代散文作家冻凤秋分别开展《文艺评论要与时俱进 呼应新时代》《风吹书

香入心田———读书、写作与人生》讲座。市领导范响立参加活动。

省住建厅城建处调研我市无障碍设施建设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梁杨子 通讯员 关莉燕） 10月 13

日，省住建厅城建处副处长王晶一行调研我市无障碍设施建设。调研组

先后到我市青瓷博物馆、城市中央公园、滨河公园、田径场、部分医院和

学校等地实地察看无障碍设施建设情况，并提出具体指导意见。市政府

副市长郑华永参加调研。

市领导检查指导大峪镇、杨楼镇灾后重建工作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吴伟伟） 10月 13日，市政府副市长

郑华永带领市交通运输局、住建局等部门负责同志来到大峪镇、杨楼镇

等乡镇，深入班大线、靳马线等路段以及部分受灾群众家中，检查指导灾

后重建工作。

平顶山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领导到我市调研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宋小亚 通讯员 陈丙银） 10月 13

日，平顶山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贾肖鹏、四级调研员董二敖一行莅

临我市，实地调研政策性粮食安全管理、粮食应急保障、军粮供应等工

作。市政府副市长李鑫琪陪同。

宝丰县政协莅汝考察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亚萍） 10月 13日，宝丰县政协党

组副书记、副主席李俊杰带队到我市科教园区、汝州技师学院、平顶山中

医药学校、汝州市中等专业学校等地，参观考察职业教育等方面的工作。

市政协领导张志伟、张耀峰陪同。

洛阳市偃师区政协莅汝考察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陈晶） 10月 13日，洛阳市偃师区政

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史书通一行莅临我市，实地开展“水生态治理”考察

活动，详细了解了我市在水生态治理方面的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市领

导姜新夏陪同考察。

秋天一个难得的晴天，连绵秋雨之后

的空气格外清新，走进庙下镇小寨村，处

处洋溢着一派繁忙生产的动人景象：连片

的红薯地里，村民们正在趁墒收获红薯；

河南省康隆食业有限公司面粉加工车间，

机器人正在抓起一袋袋面粉整齐堆放；河

南东都实业有限公司酸辣粉加工车间，叉

车正将一箱箱产品送往仓储车间；大片的

空地上，一排排晾晒的红薯粉条闪着玉石

般的光泽……

从 27岁就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已经干
了 32年的陈爱国，是小寨村由穷变富、由
富变美的最好践行者和见证人。32年前，
在乡政府上班、身为退伍军人的陈爱国，接

受组织委托回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从大

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解决村民生活用电

入手，一步一步改善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在改善村民生产生活条件的同时，

2010年以来，他独具慧眼、抓住机遇，先
后成功引进了河南省康隆食业有限公司、

河南东都实业有限公司、汝州市新天丰粮

贸中心等 8家企业入驻村里，不仅实现了
粮食作物的就地深加工，提升了产品附加

值，而且实现了全村富余劳动力在家门口

就业。

2017年 12月，在镇政府和市农业局
的支持下，小寨村又一次紧抓历史机遇，

率先成为汝州市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试点村，共清查集体资产 2212.05万元，
清查集体土地面积 2831.75亩，并成立了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通过产权制度改革，

小寨村摸清了家底，理顺了产权关系，村

民当家做了主人。

“带领群众增收致富，过上更加美好

的生活，始终是我和村两委会班子成员最

大的目标和梦想。”陈爱国说，正是基于这

样的思路，村两委会致力于多种途径发展

集体经济。

村两委会先后流转土地 500亩，以租
赁形式建起了粮食加工业园区，引进了河

南省康隆食业有限公司、河南东都实业有

限公司等 8家企业。这些企业以粉条、粉
皮、粉面等“三粉”精加工为主，日生产精

制粉条 200吨、酸辣粉 20吨，年产值 3.5
亿元，可解决村民就业 700余人，年创利
润 5000万元。同时每年为全村村民每人
分红 800元以上。

以村集体经济入股汝州市新天丰粮

贸中心。新天丰粮贸中心目前建有两个粮

食储存罐，可储存小麦、玉米 1000吨，日
购小麦、玉米 500吨左右，购销遍及河南、
山东、陕西、广东、广西等省区，每年为村

集体创收 12万元。同时村集体建有粉条
厂、社会养老院，实行对外承包，每年可为

村集体创收 4万元。
2019年 7月，汝州市创建了河南省

甘薯现代农业产业园，获省财政扶持资金

3000万元，重点项目甘薯育苗中心落户
小寨村。截至目前，该产业园已建成 2座
9600平方米的玻璃温室大棚、150座塑料
大棚、6座甘薯种薯窖和鲜薯窖、800亩种
薯基地、6000亩示范田，带动周边村民就
业 600余人，人均增收 4000余元。

依托河南省甘薯现代农业产业园，甘

薯产业迅猛发展，逐步形成了甘薯种植、

加工、销售一体化的产业格局。截至目前，

小寨村共有甘薯加工企业 7家，其中省龙
头企业 1家，辐射带动周边建设甘薯加工
企业 73家，其中规上工业企业 5家、省级
产业化龙头企业 2家，年产“三粉”制品达
到 18万吨，品种达 64个，年产值 19.5亿
元，带动从业人员 9000余人，形成加工专
业村 9个，已成为河南省最大的甘薯加工
生产基地和豫西重要的农副产品集散地。

多业并举带动村集体经济蓬勃发展，

也让村容村貌更美更亮、村民日子越过越

舒坦。

村两委会对全村重新进行了社区建

设规划设计，并先后投入各类资金 4000
余万元，硬化大街小巷，实现了村村户户

通水泥路并全部进行了绿化。街道全部安

装太阳能路灯，建成人畜安全饮水工程，

实施了改厕、改厨、改圈。成立了环卫队，

新建了公共厕所，购置了垃圾箱，新建了

垃圾集中堆放点，实现了污水的统一排放

和垃圾的统一收集、处理。建成了功能齐

全的敬老院、卫生所、花园式小学、幼儿

园、党群活动中心、文体活动中心，村民们

尽情享受美好的新生活。

小寨村还成立了铜器队、中老年舞蹈

队、腰鼓队等，丰富村民业余文化生活；坚

持每年评选“好家庭”“好邻居”“好婆媳”，

倡导新型的、和睦的家庭关系和邻里关

系，奋发进取、团结友爱、勤劳致富等正能

量蔚然成风。

深入开展规范化建设，完善各项规章

制度，扩大村务、组务公开范围，土地流

转、企业占地、拆迁等工作都严格按照“四

议两公开”制度推进，让村民参与并知晓

全过程。充分发挥村务监督委员会，全程

参与村务管理。广泛接受群众监督，给群

众以明白，洗干部以清白，干群关系和谐。

村里成立了警务室、巡防队，坚持常年治

安巡逻、治安防范。民事调解组织健全，实

行分片、分组包干制度，做到小事不出组，

大事不出村。近几年来，全村无刑事案件、

无一起信访案件。

美丽的小寨村先后获得“国家级美丽

乡村”试点村、“河南省生态文明村”、“河

南省农业生态文明村”、河南省“清洁家园

行动”先进村、“汝州市文明示范村”等荣

誉称号。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文以载道，旅以致远。

大自然对汝州的馈赠，除了有

丰富的矿产资源，还有优美的山水

风光、优良的生态环境，加上历史悠

久而特色浓郁的地域文化，为我市

文化旅游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人文与自然

交相辉映，为汝州文旅融合发展提

供了丰富资源。

这里自古诗人地，李白、苏东坡

曾在此踏歌赋诗，刘希夷、刘禹锡曾

在此寓居理政；这里是汝瓷之都、曲

剧故里，让人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

魅力与精神；这里有王湾、魏沟、青

山后等保存完好的中原古村落，栖

息于此，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

住乡愁；这里有九峰山、紫云山等一

批赏不够的美景，携手并肩，一程山

水一程歌……

近年来，我市全力促进旅游产

业提质增效，加快推动我市从旅游

大市向旅游强市迈进。全景区打造、

全方面服务、全季节体验、全产业发

展、全民式参与旅游发展大格局正

在形成。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在文化

强市建设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广泛践行，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文化

创新活力迸发，文旅产业深度融合，

汝瓷、曲剧文化魅力更加彰显，建成

重要的文化高地和旅游目的地，成

为兼具自然之美、人文之韵的汝瓷

历史文化名城。在生态强市建设上，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南北

“两山”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稳固，河

湖渠库互联互通，山水林田湖草统

筹治理水平不断提升，天蓝、山绿、

水清、土净的良好环境更加凸显，生

态环境持续改善，人与自然更加和

谐。

确实，我市文旅产业具有得天

独厚的优越条件和丰富的自然人文

资源，发展潜力巨大，前景光明，大

有可为。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既是我

市顺应时代潮流的主动选择，也是

今后我市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之

一。

为此，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发展

文化旅游产业对整个汝州未来发展

的重要意义和支撑作用。要因地制

宜，抢抓机遇，挖掘潜能，发挥优势。

一方面，以更高的角度、更宽的视

野、更准的定位做好顶层设计。另一

方面，我们要以更足的信心、更好的

服务、更大的力度、更得力的措施，

抓紧抓实抓好每个环节的工作，使

整个汝州形成大旅游、大发展的新

格局，为“汝瓷之都，曲剧故里”这一

品牌增添新内涵，彰显新魅力。

成绩是对奋斗者最好的褒奖，

更是不断前行的动力。近年来，我市

创建为首批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市、

省级旅游度假区。旅游年综合收入

从 2016 年的 1.97 亿元提高到 2020

年的 7.95 亿元，增长 404%；年游客

接待总人数从 2016 年的 223.31 万

人次到 2020年的 483.18万人次，增

长 216%。狠抓项目落实，谋划启动了

温泉小镇、汝瓷小镇、森林康养小镇

等大型文旅项目。推动景区提档升

级，全市 A级景区由 2016年的 2家

增加到 2020年的 11家，全市文旅综

合实力实现跨越式提升。

景区升级建设如火如荼，旅游

新名片新鲜出炉，逐渐上升的数字、

不断攀升的位次、纷至沓来的荣誉，

见证了我市文化旅游产业的蓬勃兴

起。如今，汝州正以崭新的姿态在新

时代绽放出

迷人的瑰丽

异彩。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
营战 通讯员 马鹏亮） “我这新

盖的一处房子，政府给补了一大部

分，真心感谢党委、政府的关心！”10
月 13日，蟒川镇田河村群众李选伟
在自家即将封顶的房屋前高兴地说。

这是该镇灾后危房重建中的一个场

景。

李选伟家的房子是土木结构的

瓦房，前几年就开始漏雨，今年夏季

的数场大雨淋泡，导致屋顶坍塌，房

屋受损严重，无法居住，全家人只能

借住在亲戚家。灾后重建工作开始

后，他家被列为灾后恢复重建补助对

象。“我家有 4口人，按政策能够享受
72平方米的补偿面积，5万多元。盖
房子得花 10万多元，等于给我补助
了一半，上级的政策真好！”

据蟒川镇分管领导苏文杰介

绍，全镇因汛受灾住房共涉及 19
个行政村，38户 130人。其中 10户
修缮加固，28户拆除重建。倒塌房
屋 57间 1175平方米，严重受损 31
间 590平方米，一般受损 29间 220
平方米。目前灾后重建已经开工 20
户，修缮完工 1户。预计修缮加固
住房 10月 28日前完工入住，重建
住房 11月 28日前完工入住。“我
们积极争取上级资金，目前已拨付

了 107 万元。对于自建完工的房
屋，经过验收合格后，将统一划到

群众一卡通存折上。”苏文杰说。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单单） 10月 13日，市融媒体中心
党组书记张利萍带领各支部组织委员及党员代表到市第一人民医院观摩

学习党建工作，吸取借鉴先进经验。

观摩团在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马革委，党委办公室

主任刘彦青的带领下参观了党建长廊、党员活动室、院史馆等，实地观摩了

党建特色工作，查看了党建工作的相关资料，听取了讲解员的详细介绍，随

后大家同市第一人民医院负责同志进行了深入交流。

融媒体中心党组要求以此次参观学习为契机，不断拓展工作思路，创

新工作方法，认真消化吸收并充分借鉴先进经验，更好地发挥党支部战斗

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要着力在优化党支部建设、强化党员教

育管理、规范党组织活动、夯实党建工作基础等方面下功夫，积极谋划和

全力推进党建工作，扎实提升党建工作水平。

通过参观学习，大家纷纷表示，在转变党建工作理念、拓展党建工作

内容、规范建设党建阵地等方面学到了很多好的经验，受益匪浅，今后将

进一步加强党建工作，改进不足、创新思维、落实要求，努力开创党建工作

新局面，推动市融媒体中心党建工作再上新台阶。

根据《河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和市

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汝州市营商

环境特邀监督员制度工作方案》要求，市营

商办组织了 2021年度河南省营商环境特

邀监督员推荐选聘工作。经市人大、市政

协、市委统战部、市委宣传部、市工商联、市

司法局、行业协会、商会等有关单位推荐，

市营商办复核后，初步确定 20名汝州市营

商环境特邀监督员（拟聘用名单见附件）。

为发挥社会各界监督作用，现将拟聘

用名单予以公示。公示期为 2021年 10月

14日—10月 22日（7个工作日）。如有质

疑，请于 10月 22日前将有关情况和证明

材料以书面（实名）形式，反馈至市营商办

（发改委 515室）。

联系方式：0375-3338839

电子邮箱：rzsyhyshj@163.com
通讯地址：汝州市广成东路 75号汝州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营商环境建设服务中

心，邮编：467599

关于 2021年度汝州市营商环境特邀监督员拟聘用名单的公示

序号 姓名
性

别
工作单位

推荐

单位
备注

1 程素梅 女
河南天利天然气有限

公司
人大 人大代表

2 梁长江 男
河南龙山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
人大 人大代表

3 陈彦召 男 河南溢德实业有限公司 政协 政协委员

4 范红强 男
汝州市瑞华水泥制品

有限公司
政协 政协委员

5 韩向阳 男 汝州向阳眼科医院 统战部
民主党派（农

工党）

6 降海新 女 汝州市融媒体中心 宣传部 媒体记者

7 黄耀辉 男 汝州市融媒体中心 宣传部 媒体记者

8 范建超 男
河南煜达阀门制造有

限公司
工商联 商会

9 李冠初 男 河南万基实业集团 工商联 商会

10 高广杰 男
河南陶晟科技材料有

限公司
工商联 企业家

序号 姓名
性

别
工作单位

推荐

单位
备注

11 李百成 男 汝州诚利园实业有限公司 工商联 企业家

12 李韶桦 男 汝州市乐达商贸有限公司 工商联 企业家

13 尚陆程 男 河南圣华原铝业有限公司 工商联 企业家

14 石鹏翔 男 汝州宋宫酒业有限公司 工商联 企业家

15 王帅涛 男 润灵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工商联 企业家

16 吴江伟 男 河南天铵实业有限公司 工商联 企业家

17 张晓斌 男 河南启德隆实业有限公司 工商联 企业家

18 张进营 男
北京市京师（汝州）律师

事务所
司法局 律师

19 杨云超 男 汝州市陶瓷协会 民政局 行业协会

20 魏俊璞 女
汝州市注册安全工程师

协会
民政局 行业协会

小寨村：多业并举让村民日子越过越舒坦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共享幸福美好生活

移栽甘薯苗

蟒
川
镇
受
灾
村
民

月
底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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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部
搬
进
新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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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旅点亮新汝州
□ 李晓伟

融媒体中心观摩学习市一院党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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