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11月9日 责编康亚飞 美编 扈森 邮箱 dhbu7@126.com汝州城事 AⅠ·22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
伟恒 通讯员 董英梅 郭歌

本报讯 11月8日，记者
从汝州市体育局获悉，河南省
第三届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
交流展示大赛于11月1日至
4日在郑州举行，汝州市代表
队在本届大赛中表现出色，获
省直管县（市）第一名，并夺得
优秀组织奖。

据悉，此次大赛由省体育
局主办，省社体中心、省社会
体育指导员协会、省老年人体
育协会承办，共有来自全省各
地的26支代表队、近300名

优秀社会体育指导员参加。
大赛以“奉献、服务、健康、快
乐”为主题，共设操舞、武术、
其他项目 3 个组别，赛期 3
天，比赛内容分为个人教学技
能展示和现场指导交流两个
部分。汝州市派出的10位选
手都是各个项目中的佼佼者，
他们参加了武术、健身气功、
秧歌、民族舞、花样跳绳、篮球
等项目比赛。比赛中选手整
体发挥出色，各项成绩总和名
列省直管县（市）第一，是荣获
河南省第三届社会体育指导
员技能交流展示大赛六个优
秀组织奖之一。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高明哲 王欢欢

本报讯 11月5日，在
汝州市供电公司35千伏大峪
变电站内一派繁忙的景象，施
工人员正在对35千伏大峪变
电站进行扩建改造，为该站新
增1台变压器，全面满足大峪
镇地方经济发展的电力需要。

大峪镇是革命老区，位于
汝州市东北部山区，山峰林
立，风光秀丽，大红寨风景区
坐落于此，旅游资源丰富，随
着焦桐高速汝州段9月份的建
成通车，给大峪镇的旅游经济
发展带来了巨大机遇。大峪

镇原来仅有的一台3150千伏
安变压器已不能满足全镇的
电力需求，为全面推动大峪镇
经济的快速发展，汝州市公司
积极对大峪变电站进行扩建
改造，新增1台变压器，并对部
分设备进行了升级改造，将原
来的常规继电保护装置改造
为自动化继电保护装置，改造
后的大峪变电站不仅具备无
人值班的条件，还将满足大峪
镇未来五年的电力增长需要。

此外，该公司还从临近的
焦村乡新建1条35千伏焦大
线，与大峪镇原有的35千伏
范大线形成局部环网供电模
式，供电可靠性也得到大大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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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文明办获悉，2014年以来，在市
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汝州市
创建文明城市指挥部扎实推进文
明城市创建活动，以提高市民素
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为核心，以各
种创建活动为载体，以宣传教育
为手段，明确文明城市创建宣传
报道、氛围营造、舆论监督等工作
的相关责任单位及工作内容，通
过形式多样、扎实有效的宣传工
作，提高市民对创建文明城市的
知晓率和支持率，使创建文明城
市工作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成为
全市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的自觉
行为。

在汝州电视台、广播电台设
立“文明创建进基层”、“文明城市
创建曝光台”等宣传专栏，重点宣
传各项创建措施、创建活动、创建

成效，大力宣传各部门、各单位和
广大市民积极支持参与创建活动
的先进典型，并曝光创建过程中

“不作为”现象和市民生活中的不
文明行为。对汝州市文明城市创
建工作中不断涌现出的新人、新
事、新风尚进行专题宣传，对“践
行汝州精神人物”、“新乡贤人物”
事迹进行集中报道，在全市营造
学先进、比先进、争先进、当先进
的良好氛围。

在市区主次干道、社区、广
场、公园、游园等公共场所和文明
单位、窗口单位广泛设置“图说我
们的价值观”宣传栏，打造了核心
价值观主题公园2个、主题游园2
个、主题广场 2 个、主题街道 4
条。开展“核心价值观进农村”活
动，要求各级文明乡镇、文明村必
须设置一定数量的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宣传阵地。在公共交通工
具、建筑工地等设置“图说我们的
价值观”宣传栏，宣传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和汝州精神。

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开展创建
公益宣传，展示汝州市良好形象
与文明城市创建成果。在汝州电
视台、广播电台每天播出“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尤其是每天
《汝州新闻》播出前后等黄金时段
播出“梦娃”、“文明新风”公益片
等系列公益广告，平均每月播出
各类公益广告3000次左右。在
市区主干道200余家LED电子屏
滚动播放“创建文明城市，提高市
民素质”等公益广告、宣传标语，
扩大文明城市创建的影响面。打
造的广成路公益广告一条街被河
南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评选为
2015年河南省公益广告户外类三
等奖。投资300多万元将汝登高
速引线打造成为核心价值观、文
明城市创建宣传精品线路，在沿
线道路两侧建设大型公益广告塔
5座、高质量公益广告宣传栏100
多个、灯杆全部挂宣传旗帜，整条
高速引线宣传氛围气势宏大、效
果显著。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本报讯 11月7日，记者
从汝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
局获悉，为进一步深化作风建
设，规范因公出国（境）费，公
务用车购置运行费，公务接待
费（简称三公经费）的管理，严
格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党政机
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
《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
规定》文件规定，文广新局根
据市纪委要求，在文化系统开
展“三公”经费管理使用专项
监督检查。

据了解，本次专项监督检
查活动的检查范围是文化系
统财务独立核算的二级机构，
分别从因公出国（境）经费、公
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经费、公务
接待经费、是否以各种名义公
款旅游或变相公款旅游、是否

违规发放奖金、福利、津贴五
方面，对各二级机构逐一进行
专项监督检查。活动共分单
位自查、重点检查、整改落实
三个阶段，要求各单位按照时
间节点认真抓好每个阶段的
工作落实。

据市文广新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此次活动是进一步贯
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
市委市政府若干意见，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通过对各二级
机构“三公”经费使用情况进
行全面检查，发展和纠正“三
公”经费在审批、管理、使用中
存在的问题，严肃查处违纪违
规行为，大力遏制“四风”问题
反弹，促进“三公”经费管理使
用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高行
政经费支出透明度和财政资
金使用效益，推动作风建设相
关规定落地生根。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郎银汉 李要伟

本报讯 11月 4日下午，汝
州市汝瓷博物馆第 20期“学校
——博物馆直通车”活动顺利举
办。汝州市望嵩小学百余名学生
到汝瓷博物馆参观学习，欣赏汝
瓷烧制精湛技艺，感受汝瓷文化
无穷魅力，了解汝州悠久发展历
史和厚重文化底蕴，接受优秀传
统文化和爱国主义教育及科普教
育。

在活动现场，学生们在讲解

员的带领下走进各个展厅进行参
观，不少学生拿出笔、纸等认真记
录讲解内容，大部分学生拿着相
机、手机对着展柜中的展品一顿
猛拍，或者三五成群拍照留念。
讲解员详细为学生讲解了汝州出
土的鹳鱼石斧彩陶缸、天蓝釉荷
叶口瓶（汝州市标原型）等文物知
识，建国后汝瓷烧制技艺恢复的
历史过程，宋室鸿宝——汝帖的
独特之处，儒学为代表的优秀传
统文化知识等。

据悉，为继续拓展博物馆免
费开放方式方法，充分发挥博物
馆社会教育功能，汝瓷博物馆经

过深入研究和实地走访，在吸取
各方面做法和前期经验的基础
上，决定与汝州市中小学校合作，
联合举办“学校——博物馆直通
车”活动。通过活动，组织学生到
馆内参观学习，了解汝州的灿烂
文化和悠久历史；近距离观赏汝
瓷作品，领略汝瓷魅力；拜谒孔
庙，感受传统文化，接受爱国主义
教育；利用馆藏资源，开展货币、
书法和汝瓷发展历史等知识普及
活动。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各
学校热烈回应。该活动为汝瓷博
物馆日常活动，每周五下午进行，
除寒暑假外，常年开展。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
锋 通讯员 吴娜娜

本报讯 昨日，记者在汝州市

图书馆看到，经过近一个月的调
试，汝州市图书馆RFID自助借还
设备正式投入使用了。为了让读
者们早日使用到RFID自助借还

设备，图书馆全体职工放弃休息
日，加班加点，利用二十天时间给
现有近4万册藏书加装电子标签，
并重新入库。

据介绍，为了保证读者顺利
使用新系统，图书馆专门安排一
位同志在借还机前指导读者操
作。新系统操作简单易上手，读
者只需在屏幕上选择自己的业务
类型，然后将图书放置在面板上，
刷读者证后点击确定即可完成借
还。RFID标签系统可瞬间一次
性识别多本图书，无需管理员再
逐本书扫描条码，能大幅度提升
图书借还效率，节假日读者量大
的时候再也无需排队借阅了。

“自助借还设备的使用能节
省图书馆的服务效率，有利于图
书馆把重心转移到深层次服务
上，更好地发挥图书馆教育职
能。”市图书馆馆长姚西说道。

汝瓷博物馆“学校——博物馆直通车”活动顺利举办

博物馆内 开辟学生第二课堂

汝州市供电公司：

改造变电站
助推地方经济发展

打造公益广告一条街 媒体上设宣传专栏

汝州市强化宣传工作
力促文明城市创建

汝州市文广新局开展
“三公”经费监查活动

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交流展示大赛中——

汝州代表队表现优异
获省直管县（市）第一名

图书馆自助借还设备正式投用
读者只需点屏幕、放图书、刷卡，即可完成借还

读者排队借阅图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