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8月31日，汝州市
人民政府与中国农业银行河南
省分行签订《支持汝州市加快发
展全面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
式在汝州市天瑞国际饭店隆重
举行。中国农业银行河南省分
行行长武刚、汝州市市委副书
记、市长万英等领导出席签订仪
式。

万英在仪式上对河南省农
行系统40余名领导、专家齐聚
汝州、共商汝州经济社会发展大
计表示热烈欢迎，并向与会人员
介绍了汝州的历史文化、区域优
势以及面临的发展机遇，同时推
介了汝州市重点项目。

万英指出，汝州市将以这次
签约仪式为契机，策划好、建设

好项目库，加强与农行的深度对
接，力争把更多优质的高成长性
项目推介给农行；认真学习农行
在资金运作方面的成熟经验和
做法，提高资本运作和管理水
平；全力为农行在汝州开展业务
提供优质服务，以实际行动回报
农行对我们的支持和帮助。

中国农业银行河南省分行
行长武刚说，农行河南分行与汝
州市政府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
议，是贯彻省委省政府“稳增长、
保态势”战略决策的具体体现。
按照协议相关内容，农行河南省
分行将围绕汝州城乡总体规划
纲要、“七大园区”规划建设、投
融资平台合作等相关内容，在未
来5年提供60亿元的意向性信

用额度支持，为助推汝州经济跨
越式发展贡献力量。

会上，万英代表汝州市委、
市政府，向中国农业银行河南省
分行行长武刚颁发“汝州市经济
社会发展战略顾问”聘书。汝州
市政府副市长张剑奇与农行平
顶山分行副行长李晓签订《汝州
市北汝河治理项目合作意向
书》，汝州市政府副市长范响立
与农行平顶山分行副行长宋汝
生签订《汝州市土地储备项目合
作意向书》。

此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订，
标志着汝州市与农行的合作伙
伴关系将更加融洽，金融与汝州
经济同生共赢、和谐发展的局面
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8月29日上午，207国
道改线工程一标段开工仪式
在207国道骑岭乡马庙村施
工点开工。据了解，随着城
市规划区面积的扩大，207国
道汝州市区段现有路况已经
不能适应汝州市城市快速发
展的需要，经多方规划、论
证，并报请省有关部门批准，
207国道从陵头镇养田南开
始向东改线，至风穴寺景区
门口向南直接连通焦柳铁路
与207线公铁立交桥，并与汝
州市的3条东延主干道形成
城东核心商务区路网格局。
该工程共分3个标段，其中一
标段在骑岭乡，途经该乡马
庙、东坡、小陈、黄庄等村。
（王国锋 石丰周）

◎8月 28日上午，汝州
市十项重点民生工程之一的
汝东新区三级综合医院项
目，在钟楼街道办事处程楼
村委会正式破土动工。据了
解，该项目占地320亩，总投
资15亿元，总建筑面积20万
平方米，规划建设门诊楼、住
院部、医技楼、科研信息中
心、健康保健中心等完善的
基础设施。活动当天，共出
动大型机械8台，清除地面附
属物3.5万平方米，为该项目
的顺利动工奠定了坚实基
础。（王国锋 李伟恒 郭汝
垒 李为）

◎连日来，汝州市依法
整治规范市区三（四）轮车工
作组在巩固前一阶段三（四）
轮车治理成效的基础上，继
续加大管控力度。实行连续
作战，集中执法力量，坚持打
外围、查重点，逐步压缩三
（四）轮车营运市场。截至8
月25日，共查处各种违法违
规三（四）轮车共1140辆，免
费办理牌证1620副，说服教

育从业人员1100余次，市区
道路交通秩序明显好转。（王
国锋 王丹涛）

◎汝州市科教园区建设
方案确定后，作为项目建设
实施地，骑岭乡抽调精干人
员，配合园区管委会及测绘、
规划等部门，通过6天努力，
翻山越岭完成科技园区边界
划定工作。截至8月30日下
午，工作组在科技园区山岭、
河谷等各类地貌埋设界桩
350个，划定边界6560米，科
教园区边界已全部划定。（王
国锋 石丰周）

◎为了提升和扩大大峪
对外影响力，大峪镇党委政
府，经多方研究论证，决定围
绕历史名镇，打造仿古一条
街，在街道南北两头各搭建一
座仿古“大峪店”牌楼，将街道
内墙壁统一喷漆，青砖白缝，
商户招牌统一黑底金字木质，
增添街道历史韵味，限制大型
重型货车通行，保障街道干
净、畅通。同时鼓励开发建设
大峪无公害农产品、土特产、
中药材交易市场，集中地方名
吃，取好名，建成市场，做好规
范化管理，增添地方特色。据
介绍，大峪地处登封、禹州、汝
州三县市交界处，历来为周边
客商必经之地，旧称大峪店，
广为周边人传道。（王国锋 刘
军严）

◎为进一步提高校园安
全管理工作水平，有效防范
处置学校校园安全事故，切
实增强安全工作实效，8月29
日，汝州市教体局举办2015
年教育系统安全管理干部业
务培训班，全市中小学主管
安全副校长及部分民办中小
学、幼儿园负责人、安全专干
共500余人参加了培训。（李
伟恒）

本报讯 8月28日下午，
在2015中国技能大赛——首
届陶瓷成型职业技能竞赛(河
南赛区)举行期间，中国陶瓷工
业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傅维杰、
河南省陶玻协会会长王爱纯、
汝州市政协主席陈国重、汝州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辉星等
一行莅临汝州市汝瓷众创联盟
参观、指导工作。

据悉，汝州市汝瓷众创联
盟由韩琴汝瓷研究所所长、河
南省工艺美术大师韩琴发起，
它联合河南汝州市荣华汝瓷开
发有限公司、河南官汝瓷艺文
化传承有限公司、河南滕奎汝
瓷珍宝坊有限公司、河南孙家

汝瓷有限公司、河南瑞坤汝窑
开发有限公司、河南伟杰汝瓷
艺术公司六家汝瓷企业组建而
成，是汝州市汝瓷抱团发展的
先行者。傅维杰一行来到汝州
市荣华汝瓷开发有限公司展
厅，饶有兴致地参观了这六家
汝瓷生产企业的汝瓷精品，参
加了汝州市汝瓷众创联盟启动
仪式，还参加了汝瓷众创联盟
煤烧开窑仪式。发起人韩琴表
示，这六家汝瓷生产企业各有
优点，大家可以通过互联网平
台，一起抱团开发网上市场，把
汝瓷精品推向更加广阔的市场
空间，把汝瓷事业做大做强。

开幕式上，中国财贸轻纺烟
草工会副主席王洪泽、河南省陶
瓷玻璃行业管理协会会长王爱
纯分别讲话。中国陶瓷工业协
会常务副理事长傅维杰宣布
2015中国技能大赛——首届陶
瓷成型职业技能竞赛（河南赛
区）暨河南省陶瓷手工成型总决
赛开幕。

汝州市委书记高建军在致
辞中说，汝州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陶瓷产业发展，今年以来，
我们结合汝瓷产业发展的基础
和优势，把现代陶瓷作为推进资
源型城市转型升级的五大先导
产业之首，全力扶持发展。一是

建设专业园区。我们结合城乡
总体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在严
和店汝窑遗址，规划建设汝瓷电
子商务产业园。同时，依托市农
商公司，与省财政厅农开公司、
豫港集团达成合作意向，采用
BOT、PPP模式，加快园区整片
区开发建设。二是集聚企业发
展。我们在汝瓷电子商务产业
园，启动了陶瓷鉴定中心、游客
服务中心、汝瓷电子商务中心等
项目建设，吸引本地汝瓷生产厂
家、全国“五大名瓷”生产企业和
国家级陶瓷大师入驻。目前，我
市已有80余家汝瓷生产企业计
划落户产业园。下一步，我们将

在省台办的支持和帮助下，赴台
湾开展专题招商活动，招引台湾
汝瓷生产企业落地汝州。三是
扶持做大做强。我们借助国家、
省推进“互联网+”、电子商务发
展的重大机遇，加强与阿里巴
巴、京东等网络平台的合作，积
极开展跨境贸易、网上拍卖等业
务，推进陶瓷及相关的文化、旅
游产业与电子商务融合发展。
目前，我们正在争取中宣部支
持，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国际文
化产品交流中心，打造全国知名
的陶瓷集中生产、销售中心。

汝州市政府与中国农行河南省分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四省百余名选手赛场上玩泥论道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杨增强 王国锋 文图

首届陶瓷成型职业技能竞赛河南赛区总决赛在汝州开幕

核心提示丨盛世陶瓷,圆
梦汝州!8 月 28 日上午，
2015中国技能大赛——首
届陶瓷成型职业技能竞赛河
南赛区总决赛开幕式在汝州
市体育文化中心开幕。来自
河南、甘肃、青海、陕西4个
省份的100多名参赛选手将
在赛场上玩泥论道。

来自河南、陕西等地的
领导、专家、大师，汝州市领
导高建军、万英、陈国重、李
晓伟、王英敏、蒋泳、张伟、刘
鹏、岳文娟、郭杰等在汝的副
县级以上领导参加开幕式。

参赛选手屏气凝神，精心雕琢。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杨增强

60亿意向性信用额度
未来五年，助推汝州经济

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傅维杰、
河南省陶玻协会会长王爱纯等
参加汝州市汝瓷众创联盟启动仪式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伟恒

六家汝瓷企业
抱团开发网上市场

要闻速览

手拉坯、雕塑、刻花……当
天下午，设在汝州市高级技工学
校的考场，参赛者屏气凝神，不
敢有丝毫懈怠，他们将通过理论
考试和现场制作，充分展示各自
在陶瓷绘画、陶瓷雕塑、手拉坯、
刻剔花、陶瓷造型设计等分类项
目方面的技艺。

河南省陶瓷玻璃行业管理
协会王爱纯告诉记者，举办这次
大赛是推动全省乃至全国陶瓷行

业发展及生产质量提升的重要举
措，它不仅可以有效地提升职工
整体技能素质，推举出一批业务
精通、技艺精湛的技术能手，促进
陶瓷艺术的传承和创新。

据介绍，大赛采取理论测
试、现场手工制作和作品评价相
结合的方式，将按程序对优秀选
手申报“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
荣誉称号和授予“河南省技术能
手”等荣誉称号并对参赛作品评

选出金、银、铜奖及优秀奖。
据了解，本次大赛由中国陶

瓷工业协会、中国财贸轻纺烟草
工会、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
心、中国轻工业职业技能鉴定指
导中心主办，中共汝州市委、汝
州市人民政府、河南省陶瓷玻璃
行业管理协会、河南省财贸轻纺
烟草工会承办。全国总决赛拟
定于今年10月中旬在江西景德
镇举行。

背景丨汝瓷产业作为五大先导产业之首，全力扶持发展

现场丨手拉坯、雕塑、刻花，选手赛场竞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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