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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伟
恒 通讯员 李军现

本报讯 10月26日，记者从
汝州市总工会获悉，近日，天瑞
集团的刘先生到汝州圣光同心
医药有限公司购买了价值140
元的药品，在结账时掏出河南省
工会会员卡亮明身份，结算人员
按照汝州市总工会与其签订的
优惠协议，刘先生只交了126元，
优惠14元。这是汝州市总工会
大力开展普惠制服务，工会会员
得到实惠的一个镜头。

据了解，今年来，汝州市总工
会认真贯彻落实省总工会和市委
关于利用互联网和现代信息技
术，更好地为职工服务的部署，以

“一网一卡”为载体（“一网”是“河
南职工网”网站；“一卡”是多功能
工会会员卡），建立上下联动、资
源共享的职工网络服务体系，努
力把工会建设成为值得广大职工
信赖的“职工之家”。

为把这项措施落到实处，汝
州市总工会成立了以市人大常
委会党组成员、工会主席姚军柱
为组长的职工网络体系建设领

导小组，抽出专人建立了职工网
络服务中心具体负责日常工作。

据介绍，河南职工网将通过
政策信息指南、工会普惠制服务、
职工便利商圈、会员生活互动、职
工爱心园地和职工创新之窗六大
板块向工会会员提供服务。河南
省工会会员卡，是河南省总工会
为大力开展会员普惠服务与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河南省分行联合推
出的联名借记卡，是河南省总工
会为全省工会会员量身定制的一
张集身份识别、帮扶救助、优惠服
务，并加载金融功能于一身的公
益性惠民服务卡，是一张工会组
织与工会会员的“连心卡”。其主
要功能：（1）身份标识。工会会员
服务卡是工会会员的身份证明，
记载会员的基本信息，工会会员
凭卡登录“河南职工网”。（2）公益
服务。会员凭卡可以享受工会提
供的河南职工网线上线下法律咨
询、法律援助、职工维权、职业介
绍、技能培训、困难职工帮扶救助
等服务。工会通过会员卡向困难
职工发放“送温暖”、金秋助学、日
常救助资金和劳动模范生活困难
补助金。（3）特约优惠。工会会员

持卡可在工会合作的特约商户和
公共服务部门享受优惠和刷卡消
费，包括商贸流通、交通出行、医
疗健康、教育培训、旅游休闲、文
化体育等领域。（4）金融服务。工
会会员卡作为银行卡使用，免收
首次申领工本费、年费、小额账户
管理费等费用。

汝州市工会会员卡的办理
发放，由乡镇、街道和系统工会
或基层工会指定专人负责，携带
相关证件和信息资料，到市总工
会集中办理，办好后由原经办人
取回并登记造册，经会员本人签
字后予以发放。目前，汝州市总
工 会 已 录 入 工 会 会 员 信 息
22000人，发放会员卡4万张，预
计年底将办理会员卡5万张。同
时，积极整合社会资源，开发培
育一批惠及工会会员的品牌服
务项目，先后与26家商家签订商
贸、餐饮、医药、旅游、体检、驾证
办理等优惠项目，预计年底将达
到60家，最大限度为广大工会会
员提供满意周到的持卡优惠服
务。届时，广大职工持河南省工
会会员卡在签约的商家消费，可
按比例享受实实在在的优惠。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
锋 文图

本报讯 昨日，由中共河南
省委宣传部主办的2015“中原文
化大舞台”百戏天使特殊艺术杂
技汝州专场在汝州市汝州剧院
举行（如图），汝州剧院内座无虚
席，1300多个座位还显得不够，
观众朋友们热情高涨，掌声欢呼
声不断响起，有的观众情不自禁
地竖起了大拇指。

演出在《力荡武术》表演者
强劲有力的表演中拉开序幕，
《七彩晃圈》、《欢乐跳神》、《空中
绳舞》、《千手观音》等节目纷纷
登场亮相，演员是来自河南省

“百戏天使”杂技艺术有限公司
的残障孩子们，演出近两个小
时，节目精彩感人，催人奋进，传

递着积极向上、自强不息的正能
量，令现场观众感动不已。近年
来，他们编排的《奔月绸吊》荣获
由文化部、教育部等部委组织的
校园文艺汇演一等奖，《力荡武
术》、《千手观音》荣获二等奖。

“这场演出十分精彩，在汝
州很少看到省级艺术团体表演
的杂技节目，希望以后会有更多
的精彩节目。”一位观众在演出
结束后边竖大拇指边对记者说
道。

据了解，汝州市“中原文化
大舞台”活动于9月23日启动，
百戏天使特殊艺术杂技汝州专
场为第二次专场演出。本次活
动得到汝州市委宣传部的高度
重视，并牵头组织市文明办、市
文广局等部门共同参与，积极做
好组织实施工作。据介绍，目前

“中原文化大舞台”在汝州的活
动场地安排在汝州剧院，分三个
时间段举行，今年“中原文化大
舞台”在汝州市共安排12场演
出，将有来自河南省豫剧院、洛
阳市豫剧院等省内知名艺术家
登上汝州的舞台，为汝州的观众
献上精彩的视觉盛宴。

其中，9月23日演出汝州市
第一曲剧团精心打造的曲剧《天
下父母》；10月27日，上演河南
省百戏天使杂技艺术有限公司
的特殊艺术杂技专场晚会及残
疾人杂技神话剧《追寻太阳》；11
月17日~19日，洛阳豫剧院推出
的豫剧《清风明月》、《盘夫索夫》
先后出演；2016年2月29日~3
月1日，隆重推出河南豫剧院二
团的精品剧目——豫剧《程婴救
孤》、《清风亭上》。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张社杰

本报讯 经过6天的奋力
拼搏和激烈角逐，参加全省
公安特巡警系统“特警五项”
练兵比武竞赛的六名汝州民
警最终摘取（直管县序列）两
项比武总分第一名的桂冠。

此次“特警五项”练兵比
武活动由省厅统一组织，旨
在为适应当前维稳处突和快
速处置需要，掌握必备的业
务技能和实战技能，培养良
好的警风警纪，树立人民警
察核心价值观，确保特警队
伍在关键时刻能够“拉得出、

冲得上、打得赢”。
在10月10日至16日比

赛期间，参赛的射击能手陈
亚旭、杨亚磊、魏志远、张帅
普、辛志高、闫旭东等6名同
志，以集体荣誉为重，树立

“奋勇争先，勇夺第一”信念，
按照赛程规定的规则和动作
步骤，规范到位，沉着应对，
分毫必争，最终取得长短枪
应用互换射击和狙击枪精度
射击（直管县）团体总分第一
名的好成绩，闫旭东获得狙
击枪精度射击个人第二名，
杨亚磊获得长短枪应用互换
射击个人第三名，他们用行
动为汝州民警争得了荣誉。

□通讯员 赵丹 吕月明

本报讯 为 学 习 贯 彻
2015 年 10 月 1日实施的新
《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传
达贯彻省、市有关学校食品安
全管理文件精神，安排部署汝
州市当前及今后学校食堂食
品工作，昨天上午，汝州市学
校食堂食品安全整治会议在
汝州市实验小学多功能厅召
开。

据了解，为切实做好学校
食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有
效预防食物安全事故发生，
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学校食
堂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对各
学校自查情况进行督查，督

查的重点是餐饮服务许可证
办理情况、从业人员健康情
况、各项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落实情况、食品安全管理人
员配备等情况；特别是对从
业人员健康管理，食品和食
品原料采购进货查验、索证
索票，食品制作加工过程，食
品添加剂采购、使用管理，餐
饮具清洗消毒等关键环节，
对督查出的问题，将下达整
改意见书，限期整改到位，否
则，将依法进行处理。

会上，对鲁山“5·25”特
大火灾事故处理情况进行了
通报，宣读了《汝州市学校食
堂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
案》。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
国锋 通讯员 魏向涛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汝州
市“六城联创”指挥部获悉，为
进一步提高汝州市广大市民
的创建意识、强化创建动力、
巩固创建决心，普及创建知
识，经汝州市“六城联创”指挥
部研究，决定在全市范围内组
织开展汝州市“六城联创”有
奖知识竞赛。

知识竞赛试题以及答题
卡将于10月22日，在汝州六
城 联 创 网 站（www.rzlclc.
com）登出（附答题卡），广大
市民通过填写答题卡的形式
参与竞赛。

竞赛内容包括全国文明
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
生城市、国家生态市、全国双
拥模范城和全国旅游标准化

试点市创建相关基础知识，以
及汝州市目前取得荣誉、创建
工作成效等。

本次竞赛设置个人奖项
100名，一等奖10名，二等奖
20名，三等奖30名，参与奖
40名，颁发证书和适当物质
奖励，旨在鼓励全市市民广泛
参与。另设优秀组织奖 10
名，颁发证书，获奖名单将在

“大河报汝州新闻”微信公众
号公布。

汝州市各级各单位高度
重视本次知识竞赛活动，认
真组织单位党员干部和职工
群众全员参与。本次活动的
组织情况将作为单位评先和

“六城联创”年度考核重要依
据，对获得优秀组织奖的单
位给予加分奖励；对组织不
力、敷衍应付的单位全市通
报批评。

推进“互联网＋”让5万职工受益
汝州市总工会大力开展工会会员普惠制服务

“中原文化大舞台”第二场演出在汝州精彩开演

残障孩子为观众奉上精彩杂技

汝州市召开会议
整治学校食堂食品安全

全省“特警五项”练兵比武
汝州获直管县序列两项第一

汝州市组织开展
“六城联创”知识竞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