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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魏鹏远

本报讯 近日，为全力推动环境
综合整治工作，确保辖区内重大项目
建设工地严格按照大气污染扬尘治理
标准的要求，切实做到“六个百分百”，
汝州市风穴路街道在网格化管理的同
时创新务实工作方式，设立“施工工地
扬尘污染防治监督公示牌”。

“公示牌”明确了管理标准，公
布街道、村两级的责任领导和企业、

工地负责人的名字、联系方式及举
报电话，把工作责任定位到明确单
位和具体责任人，破解“六个百分
百”责任不明晰、责任人不明确等问
题，使对应工作一目了然。

这张公示牌，不仅是一张信息
明白卡，帮助工地负责人明晰当前
工作重点，理清自身工作职责；更是
一张压力传递卡，强化领导责任，细
化干部职责，凝聚企业力量，加大工
作力度，保证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各
项工作，提高行政效能。

□实习生 李帅 通讯员 王领章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干部职工
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能
力。近日，汝州市环境保护局在汝州
市普法工作领导小组指导下，根据相
关文件精神和无纸化学法用法及考
试系统的具体要求，在该局内部组织
全体干部职工开展普法学习活动。

据悉，在学习活动中，汝州市环
保局领导班子高度重视此次学习成
果，学习前组织全局干部职工召开了
学前动员会；在学习中还邀请了普法

专家及该局法制科学习管理员进行
专门辅导，学习“七五”普法读本、观
看法制视频讲座、完成习题练习；并
要求全体干部职工每天都要登录“如
法网”上的河南省国家工作人员学法
考法系统认真学习，务必做到学习工
作两不误，确保学分达标、考试合格。

据汝州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称，
通过此次普法学法活动，使全局干部
职工的法律法规水平得以全面提升，
并能将掌握的法律法规灵活应用于
指导日常业务工作，坚决做到有法可
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实习生 李帅
通讯员 朱晓雪

本报讯 8月 1日，汝州
市人民法院启动了家事审判
改革，成立了专门的家事审
判合议庭，全程参与到家事
案件的调解。8月10日，汝
州法院汝南法庭家事合议庭
首次委托家事案件调解员，
就成功地调解一起离婚纠纷
案件，夫妻双方破镜重圆，重
归于好。

据悉，因感情问题和家
庭财产管理问题，汝州市小

屯镇的王某将丈夫陈某起诉
到汝州市人民法院，要求离
婚。该案受理后，由汝州市
法院汝南法庭家事合议庭依
法审理；案件承办人在阅读
卷宗后，电话通知王某与陈
某到庭，征得双方同意签字，
将案件委托家事案件调解员
张现国进行调解。

经过调解员张现国细致
耐心的分析劝说后，双方当
事人放下芥蒂，男方陈某当
即写下保证书，王某也表示
愿意撤诉，再给陈某一次机
会，随后夫妻一起离开。

8月10日，调解员张现
国将回复函及原告的撤诉申
请书等案件材料复转到汝南
法庭家事合议庭，案件承办
人随即办理了撤诉手续。

据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这是汝州法院启动家事
案件审判方式改革以来，汝
南法庭家事合议庭根据《汝
州市人民法院家事案件审理
规程（试行）》，首次通过委托
家事案件调解员调解和好的
一个案件，该案经委托后七
日内调解，初显汝州法院家
事审判方式改革成效。

□记者 李春 通讯员 晓丹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市文广
新局获悉，该局刚刚收到从中国轻
工业联合会寄来的获奖证书，在前
不久举办的“第六届中国国际轻工
消费品展览会”上，弘宝汝瓷作品
继荣获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陶
瓷工业协会第六届“大地奖”评选
金、银、铜三项大奖后，再被评为

“最受消费者欢迎”奖。
弘宝汝瓷系河南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河南
省文物复仿研发基地、河南省科技
企业、河南省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
地首批骨干企业、河南省电子商务
企业、平顶山市高新技术企业、平
顶山市高成长型民营企业。弘宝
汝瓷系列产品被评为河南省名牌
产品，“弘宝斋”商标被认定为河南
省著名商标，拥有两个研究所，两

个生产基地，一个汝瓷烧制技艺传
承基地，一个中原古陶瓷标本博物
馆。近年来，弘宝汝瓷以“做精工
艺，做足文化”为宗旨，以“艺术品
生活化，生活日用品艺术化”为市
场导向，积极把研发触角伸向市
场，靠近消费者，开发出了发明专
利、玉质瓷镶银茶具系列，开片汝
瓷茶具、餐具系列，香薰系列等，深
受消费者青睐。今年弘宝汝瓷还
针对互联网时代销售形势的新特
点，开发出了一百余种消费者喜闻
乐见的线上专用产品，形式活泼，
题材新颖，价格适中，受到了网购
消费者的热捧。

中国陶瓷工艺大师、弘宝汝瓷
艺术总监王振芳表示，弘宝汝瓷将
以此次获奖为契机，继续加大研发
力度，开发出更多、更好的被广大
消费者所接受的新品，为弘扬汝瓷
文化做出更大贡献。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杨一 通讯员 夏兵珲

本报讯 小姨带着两
岁的小外甥到超市购物，
不料调皮的孩子独自出走

“玩起失踪”。汝州市公安
局庙下派出所的干警接到
报警后，当起奶爸并分头
行动，最终使孩子平安回
到亲人身边。

8 月 11 日下午 5 时 40
分，庙下派出所接到群众报
警称，庙下会场有个两岁多

一点的孩子在路上边走边
哭，身旁没有大人陪伴，疑似
走失。

教导员秦志国迅速带领
闫亚蒙、陈彦堃等前往现场，
并耐心向小男孩了解家庭情
况，但小孩除了会说“爸爸”

“妈妈”等几个简单的词语，
其他的都不会说。

问不到有用线索，民警
决定分头行动：秦志国带领
闫亚蒙继续在外走访打听，
陈彦堃负责安抚照看孩子，
另一名民警夏兵珲给孩子拍

照并上传微信群，请网友帮
忙找孩子家长。

功夫不负有心人。7时
45分左右，孩子的小姨王女
士通过民警向附近群众留下
的信息找到了庙下派出所。
小男孩一看到王女士，“哇”
一声大哭起来，抱着王女士
不再松开手了。

为了慎重起见，夏兵珲
在公安网上多次核查确定相
关人员身份信息。核实相关
资料后，民警将孩子交由王
女士带回。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员 乔亚星 文
图

本报讯 昨日上午，汝州
市2016年“光彩助学”大会在
汝州天瑞中州国际饭店中华
厅召开。市委常委、统战部部
长、市政府副市长胡洪献，市
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张
业启，市人大党组成员、副县
级干部张建刚等出席会议。
汝州市各乡镇、街道统战工作
主管领导，爱心企业家及受助
学生共同聆听了会议。

胡洪献在会上致辞：“解
决贫困学子的求学问题，培养
出优秀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

设者，是强国富民的必由之
路，是国家发展的目标和社会
的责任。资助一个贫困学生，
就成就了一个未来、一个希
望。可以说‘光彩助学’是一
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
业。二十多年来‘光彩助学’
活动已经成为我市一项常态
化、社会化工作，在救助贫困
大学生入学、圆大学梦方面发
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极大地
调动了社会各界参与帮困助
学活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倡
导关爱他人、感恩社会、回报
人民的良好风尚。”

会上，参会领导为我市
爱心捐助企业颁发奖牌并进
行表彰。今年我市“光彩助

学”特殊贡献奖2个、组织奖
1个、光彩之星8个、先进单
位9个、荣誉单位5个。

据了解，今年汝州市各
界爱心人士共捐助善款80
多万元，捐助贫困学生540
名，其中市工商联筹得善款
20多万元，救助学生151人。

受助学生代表张琪琪在
会上说：“十分感激社会各界
爱心人士给我们如此大的经
济帮助，帮我们解决生活上
的燃眉之急，是你们的爱心
照亮了我们前行的路，感谢
你们帮我们完成大学梦，我
们一定会更加努力，奋斗不
止，将来回报社会，回报国
家，将爱心传递下去。”

□实习生 李帅

本报讯 “快来看，我们这儿的
井水变绿了！”近日，汝州市南刘庄
村民致电本报反映，称他们村中部
分村民家里的井水变成了绿色，担
心是地下水受到了污染，不敢饮用，
严重影响他们的正常生活。

在现场，据该村席女士说，之前
从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就在近一
个月前，大雨过后，井水就突然变
绿，吓得他们都不敢用水，担心井水
受到了污染。“这段时间，我们一直
都是从村里其他村民家中拉水吃。”

该村村民说，在井水出现变绿
的情况后，有相关部门前来取水化
验，并回复称水质没有问题。同时，

有一些销售净水机的商家也对发绿
的井水进行了检验，但结果却是水
质不合格，某种物质超标两倍多。

对此，相关方面的水质检测机
构专家表示，需要专业的检测，才能
断定井水变绿的起因以及水质问
题，不能立即给出解释。

此外，对于此类情况，据从事多
年打井作业的李先生表示，他也曾
遇到过此类问题，大雨过后，井水突
然变绿。那是因为井内潮湿的井壁
上长有青苔，雨水流入井内后将青
苔冲入井水所致；若井下是地下水
脉，流动性较强，含有青苔的井水便
会流走；若井下的水只是水脉渗出
的，只需等水中青苔沉淀后，井水便
可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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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彩助学”捐助贫困生540名

家事审判合议庭劝和家事

萌娃调皮“出走”警察分头帮他寻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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