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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 3日上午，汝
州市逸夫小学举办庆“六一”国

画展，由该校学生创作的30多
幅国画受到了来宾及家长们的

赞赏。
汝州市逸夫小学历来重视

学生的素质教育，学校成立了书
法班、作文班、国画班等社团组
织，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开展了
各种各样的兴趣活动。该校国
画班自去年3月份成立以来，由
中国当代写意画学会理事、河南
省书画院特聘画家、汝州市书画
研究院院长王奇松每周五下午
义务为学生授课，目前王奇松已
坚持为学校老师和学生义务授
课30多次。

汝州市妇联、教体局、美术
家协会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和
部分学生家长一同观看了展
出。孩子们一幅幅精心写意的
国画作品，受到了大家的高度
赞扬。

□实习生 李帅
通讯员 杨阳 李晓光

本报讯 近日，汝州市
工商局为进一步督促汝州
市场主体规范经营，全力协
助全市“创卫”工作有序进
行，在全市开展“送照上门
优质服务”活动。

据悉，在此次活动中，
汝州市工商采取“地毯式”
拉网排查方式。对于已办
理营业执照的商户，督导其

亮照规范经营；对于暂未办
理营业执照的商户，当场向
商户详细介绍办证所需材
料、办证流程等情况；对有
条件现场受理的商户进行
现场登记，并为其在3个工
作日内送照上门。

自5月18日优质服务
活动开展以来，工商局工作
人员共排查市区市场主体
5967户（次），办理营业执照
1851份，规范商户亮照经营
1385户。

□实习生 李帅
通讯员 杨松播

本报讯 为庆祝六一儿童
节的到来，6月1日当天上午，汝
州市法院关工委成员、退休老干

部马麦成和市公安局退休老干
部王长海，赶到汝州市煤山办事
处葛庄村小学开展“迎六一献爱
心”活动。

据悉，多年来，马麦成和王
长海两位退休老干部一直坚持

自费购买书包、笔、本等学习用
品，爱心资助葛庄小学的学生
们。当天，他们又为葛庄小学捐
赠了《中华魂》等系列书籍，并向
该校老师和三十六名“学雷锋好
学生”捐赠了笔、本等学习用品。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高明哲 韩笑

本报讯 6月 4日晚，
汝州市供电公司组织人员
对城垣北路、西环路、朝阳
路等城区夜市摊点进行安
全用电排查，规范夜市摊点
的临时用电行为。

随着夏季的到来，烧
烤、冷饮等夜市摊点逐渐增

多，为了规范夜市摊点用电
秩序，汝州市供电公司组织
人员对城区夜市摊点比较
集中的区域进行排查；对老
旧破损线路、私拉乱接等违
章用电行为下达安全隐患
整改通知书，督促其迅速整
改等。

截至目前，该公司已检
查临时用电客户36户，帮助
整改15户，查处违章用电行
为1起。

核心提示丨近日，上海市质监局抽检了7类流通领域的儿童用品，童鞋类产品质量问题突
出，网购童鞋合格率仅有40%。同时，浙江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在2015年对跨境电商进口玩具
的抽检结果显示，20批次进口玩具样品中，有16批次不合格。对此，大河报记者在汝州街头展
开走访调查，不少受访的年轻“潮爸潮妈”表示，网售儿童用品便宜、种类多，他们经常购买。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伟恒

本报讯 6 月 5 日上
午，大峪镇龙王小学的200
多名师生及家长齐聚该小
学，汝行集团“爱心桌椅”捐
赠仪式及汝州市文联“到人
民中去”文艺扶贫志愿者慰
问演出在这里同时举行。

在捐赠仪式上，汝行集
团副总经理卢铁山同志，党

工办主任王丙立同志代表
汝行集团向龙王小学捐赠
108套“爱心桌椅”。

随后，汝州市文联组织
的汝州市民间艺术家协会、
汝州市舞蹈家协会、汝州市
作家协会、汝州市空竹协会
等参与的“到人民中去”文
艺扶贫志愿者慰问演出，为
出席仪式的群众献上一顿
精彩纷呈的歌曲、舞蹈、杂
技、剪纸等文艺大餐。

□特约通讯员 李伟恒
通讯员 梁睿拓

本报讯 6月 4日，记
者从庙下镇获悉，该镇积极
行动为该镇文明村60岁以
上老人办理免费公交卡已
近1500张。

据悉，为了让广大农村
老年人更好地享受星级文
明村创建成果，庙下镇积极
行动，为该镇文明村60岁以
上老人办理免费公交卡，截
至目前，已为全镇11个文明
村近1500位60周岁以上老
人办理了免费公交卡。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员 李晓丽 黄俊丽

本报讯 近来，汝州市
降雨量增多，据汝州市气象
部门统计显示，上周汝州市
平均气温22.4℃，较常年同

期偏低2℃；上周降水量达
73.2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59.9毫米。

据汝州市气象部门预
测，本周内汝州多阵雨天气
过程，周内极端最高气温
33℃左右。

汝州市逸夫小学庆“六一”国画展开幕式现场

网上购买的童鞋，六成质量不合格
潮爸潮妈请注意，上海市质监局抽检7类流通领域的儿童用品

□实习生 李帅

针对网售儿童产品质量安
全等问题，从事多年儿童用品销
售的马先生说，家长朋友在为孩
子选购儿童服装和童鞋时，应该
尽量选择购买浅色或不含涂料
印花的童装，并要留心童鞋上的

小配件及金属饰物，千万不要购
买带有异味的儿童用品。

同时，也提醒广大家长朋
友，在选购儿童用品时，一定要
把安全因素放在第一位。因为
劣质或带有异味的童装、童鞋和

玩具存在一定的有害物质，孩子
若长期穿戴就会对身体带来伤
害。所以，广大家长朋友在为孩
子选购儿童日常用品时，一定要
认真考虑产品价格、产品质量和
安全性等综合因素。

在记者走访中，发现有不少
的年轻“潮妈潮爸”喜欢在网上
给孩子购买生活用品，小至奶
嘴、奶瓶，大到衣服、童车等；因
为网上销售的儿童用品种类多、
款式新颖，且价格便宜，深受他
们的喜爱。

受访时，一名姓王的女士告

诉记者，因为孩子小，且实体店
里的衣服和鞋子种类不是太多，
所以她经常在网上给孩子买衣
服、鞋子、玩具等生活用品。“网
上卖的孩子衣服、鞋子款式很
多，价格也比实体店里便宜不
少。”

“孩子今年快3岁了，有了

孩子后，我一直都是在网上给孩
子买东西，从奶嘴、奶瓶，到现在
穿的衣服、鞋子和玩具都是在网
上买的。”抱着孩子在公园游玩
的李女士说，因为平时工作忙，
网上的儿童用品款式新颖、种类
多，且购买方便，所以她经常在
网上给孩子购物。

据《每周质量报告》报道，此
次抽样主要是针对上海生产的
和在上海销售的一些主流品牌，
进行线上线下同步抽查；其中，
实体商店抽检30个批次，网上
抽检10个批次，共计40批次童
鞋类产品。网站主要针对在上
海销售量比较大的如天猫、京
东、一号店、苏宁易购等平台。

在此次监督抽查中，依据了
一 个 新 的 国 家 标 准 ，GB/
30585-2014《儿童鞋安全技术
规范》，以及B/T2880-2007《儿
童皮鞋》、GB25036-2010《布面
童 胶 鞋》、QB/T 4331-2012

《 儿 童 旅 游 鞋 》、QB/T
4329-2012 《布 鞋》、QB/T
1002-2005《皮鞋》。检测的项
目主要包括感官质量、物理性
能、化学性能。

结果显示，在抽检的40个
批次童鞋样品中，有18个批次
样品不合格，总体的合格率是
55%，网上抽检的产品合格率仅
有40%。在18个批次不合格样
品中，有14个批次属于严重不
合格，其产品主要存在的问题是
化学性能不合格；部分严重不合
格童鞋产品的游离或可部分水
解的甲醛含量等有害物质，超标

几倍甚至十几倍。
除了童鞋，儿童玩具也是儿

童在日常生活中最容易接触到
的产品之一。近年来，很多家长
通过跨境电商为孩子购买国外
儿童玩具，并觉得这类玩具比国
内玩具质量更加有保障。但浙
江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在2015年
对跨境电商进口玩具抽检结果
显示，抽检的20个批次进口玩
具样品中，有 16批次不合格。
也就是说，80%的跨境电商所销
售的玩具产品，连我国玩具的基
本标准要求都达不到。

消息丨网购童鞋六成质量不合格，有害物质严重超标

走访丨网售儿童用品便宜、种类多，吸引家长

提醒丨选购儿童日常用品，要将安全因素放在首位

市法院、市公安局
退休干部开展“迎六一献爱心”活动

汝州市逸夫小学举办庆“六一”国画展

汝州工商局“俯身”创卫
服务到“家”

规范夜市用电秩序
营造和谐用电环境

汝州市供电公司进行安全用电排查

庙下镇文明村60以上老人
可办理免费公交卡

汝行集团捐百余套桌椅、市文联送精彩节目

龙王小学双喜临门过周末

汝州本周多阵雨天气
最高气温33℃左右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员 李晓丽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