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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
锋 通讯员 刘亮果

本报讯 “咱们承担着全
市规模最大的公园、游园建设任
务，使命光荣、任重道远，我们会
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加大人力、
物力投入，加快推进项目进度，
保证按期完成建设任务”。近
日，承担莱青阁公园建设任务的
施工方项目经理宋顺利向钟楼
街道党工委书记姚桃叶递交承
诺书时，掷地有声地说道。

在汝州城区第一期19个新
建公园、游园项目中, 钟楼街道

办事处共承担粮食局游园、花厂
路与东环路交叉口西南角游园、
莱青阁公园、东环路与望城路交
叉口东北角游园等四处公园、游
园建设任务，占地面积250亩，
总投资约2500万元。为加快推
进项目建设进度，确保工程按期
完工，钟楼街道审时度势，召集
四个公园、游园负责同志到办事
处签订承诺书，严格奖惩措施，
对未按期完工的施工企业每拖
延一天罚款一万元，保证按照时
间节点完成建设任务。同时钟
楼街道工委、办事处还成立了公
园、游园建设指挥部，明确四名

班子成员和相关站所负责人为
各个公园、游园建设任务的具体
责任人，对公园、游园建设推进
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随时开会、
立即研究、马上就办，保障了工
作落实。

目前，莱青阁公园围墙圈建
已全部结束，园内道路铺设完
毕，苗木种植过半，微地形已初
具规模；花厂路与东环路交叉口
西南角游园苗木种植过半，路基
已好，生态沟已完成，景观廊架
主体已完成，开始铺设道牙；粮
食局游园坑内廊桥走道正在紧
张施工。

□记者 李春 通讯员 卫红霞
文图

本报讯 近日，台湾中华陶
艺协会荣誉理事长、陶艺名家苏
正立和台湾陶艺家谷源涛、徐明
稷一行四人在参加“首届中原国
际陶瓷双年展”的间隙到弘宝汝
瓷参观交流“陶艺”。汝州市陶瓷
协会名誉会长、汝瓷专家范随州、
知名陶瓷艺术家、非物质文化遗
产（汝瓷烧制）传承人、弘宝汝瓷
艺术总监王振芳陪同。

苏正立一行实地参观考察了

弘宝汝瓷作品陈列厅、中原古陶
瓷标本博物馆，听取了范随州、王
振芳大师对汝瓷的特色文化、历
史渊源、烧制技艺以及弘宝汝瓷
二十余年的发展历程的介绍，感
受了弘宝汝瓷深厚的文化底蕴，
对弘宝汝瓷二十年来的创新发展
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高度赞扬
了弘宝汝瓷为汝瓷文化传承做出
的贡献。

苏正立荣誉理事长于1995
年创立台湾立晶窑陶艺研究室，
现任台湾莺歌立晶窑执行长，台
湾中华陶艺协会荣誉理事长、中

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评审委员会
委员，曾多次参加中国及亚洲陶
瓷作品展览并获奖，多件作品被
台北历史博物馆收藏。

苏正立荣誉理事长认为，现
在的台湾陶瓷除了融入更多的大
陆元素，在题材上还注意再加以
创新，突出个性，台湾特色十分明
显。如两岸陶瓷作品在造型、釉
色、工艺上根据理念虽有所不同，
但陶艺文化是相融相通的，在内
涵上是一致的。

通过考察，苏正立一行对汝
瓷这一地理标志产品及汝瓷文化
产生了浓厚兴趣，尤其被弘宝汝
瓷大师对汝瓷文化和汝瓷艺术孜
孜以求的态度所感染。祖籍河南
南阳的台湾陶艺家谷源涛说，“弘
宝汝瓷既有古老元素又有现代的
创新，外观自然、简洁大方。今年
一定要抽出时间来弘宝汝瓷闭关
创作，学习汝瓷烧制技艺，借鉴汝
瓷的传统技艺，创作出更为完美
的瓷器。”

苏正立表示，今后，将进一步
增进双方友谊，增强沟通交流，找
到项目合作切入点，努力实现合
作共赢，并充分调动各种力量、利
用各种资源，向国内外客商介绍
弘宝汝瓷，争取与弘宝汝瓷开展
更深一步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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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市
创建国家生态市指挥部在市委、
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紧紧围绕
生态市建设各项指标体系，以生
态文明建设为抓手，加快生态市
建设步伐，生态市建设取得阶段
性成效，全市生态环境质量呈现
明显总体上升趋势。

按照省级生态市建设的5
项基本条件和25项30个建设指
标，汝州市制定并实施了《汝州
市2016年生态市创建任务分解
方案》，将考核指标和重点工作
逐级分解，制定了《2016年生态
市创建目标责任书》，在3月31
日汝州市环境保护誓师大会上
向各单位下发了责任书，切实建

立生态创建工作目标责任市、
乡、村三级分解落实制度。同
时，根据《生态市创建考核奖惩
办法》，将生态创建工作纳入市
直部门和乡镇年度综合目标考
核、干部政绩考核评价，开展年
度创建工作实绩考评，并落实规
定的奖惩措施。

今年以来，汝州市相继开展
了扬尘专项治理攻坚战和大气
污染联防联控决战决胜行动，全
市累计投入治理资金超 5 亿
元。建筑工地逐步规范扬尘治
理措施，工业企业进行达标排放
治理，陶瓷企业建设脱硫设施及
封闭料仓，三家焦化企业进行提
标改造。2016年，拆除改造煤
烧锅炉204台，完成餐馆油烟治
理404家，淘汰老旧车辆、黄标
车2105辆，完成加油站、油罐车
油气回收改造11台，同时采取

强力措施取缔小、散、乱企业487
家。通过全市上下共同努力，大
气污染治理工作取得了显著成
效，截至11月28日，汝州市环境
优良天数达到230天，提前完成
省定目标195天，生态环境评价
指数在全省排名有了明显上升。

汝州市先后在乡镇镇区和
市区建设了55座垃圾中转站，
2016年又投资 1040万元购置
了38台清扫冲刷车辆，市区机
械化清扫率达到70%。全市15
个乡镇413个行政村配备垃圾手
推车1693辆，村级保洁员2300
人，新建垃圾池1254座，配备
垃圾箱4.78万个。今年汝州市全
面推行农村卫生市场化保洁服
务。目前共有10家保洁公司进
驻全市各乡镇、街道，保洁公司投
放大型保洁车辆115辆，农村卫
生保洁基本达到日产日清。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高明哲 杨盼盼

本报讯 “这次演出真好
看，有歌曲、快板还有小品，真
是太棒了！”12月14日，汝州
市供电公司职工王淑敏观看
完巡演后高兴地说道。

据了解，“百姓宣讲直通
车”巡演活动由汝州市委宣传
部主办、汝州市广播电视总台
承办，所表演的节目全是自编
自演，在每个节目表演完后都
穿插有汝州市委党校教务科科
长马之巍的理论点评。汝州市
供电公司作为此次“百姓宣讲
直通车”巡演走进的唯一一个
企业，受到了该公司职工的热

烈欢迎，巡演以一首《老百姓的
爱》开篇，倡导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宗旨，紧接着的《吃亏
歌》、《两把利剑护党威》、《环卫
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
节目以不同的形式宣传了党的
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党纪党
规，进一步深化党员干部对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巡
演旨在采用文艺和理论相结合
的方式，使供电公司的广大职
工能在欣赏节目的同时，更好
地理解党中央的理论决策，弘
扬主旋律，凝聚正能量，融入到
汝州快速发展的洪流中，为建
设生态汝州、智慧汝州、健康
汝州、文明汝州、幸福汝州作
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
国锋 通讯员 高明哲 申娜娜

本报讯 “咱老家的电力
服务效率就是高，一个电话打
过去，你们就过来帮我家把电
给接通了，太感谢你们了。”12
月19日，家住汝州市焦村乡邢
村的返乡务工人员邢二强对
上门服务的汝州市供电职工
张武杰说道。

随着元旦、春节的临近，
外出务工人员陆续返乡，为让
返乡农民工回家后能在第一时
间用上放心电，汝州市供电公
司提前部署，及早安排，组织16
个供电所主动与各乡（镇）政

府、村委会联系，详细了解各村
的外出务工人员情况，建立返
乡务工人员服务档案，根据返
乡时间节点，安排人员逐户对
外出务工人员家中的室外表
计、开关、漏电保护器等进行安
全检查，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
患，打通服务返乡人员用电“最
后一公里”；开辟“绿色通道”，
简化流程，实行“一站式”服务，
方便返乡务工人员办理业务；
在各村的村委会、电费收缴点
等人员密集场所公布联系方
式，发放安全用电宣传单页、便
民服务卡，并提供上门服务，
保障返乡务工人员第一时间
就可以用上“舒心电”。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员 李晓丽 黄俊丽

本报讯 21日进入今年的
冬至节气，记者20日从汝州市
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受冷空气
入侵将持续有小雨雪天气过程，
提醒市民朋友做好防寒保暖。

据汝州市气象部门预测，
本周周二夜里到周三白天有一
次中雨天气过程；周六前后有
一次小雨转雨夹雪天气过程，
气温持续下降。周三到周四受
河套南下冷空气影响，西北风5
级左右，其他时间风力都不

大。周内极端最高气温12℃
左右。具体预报如下：

21日(周三) 小雨停止转
多云，下午到夜里西北风逐渐
加大到5级左右，气温:10℃～
3℃。

22日(周四) 晴天间多云，
西北风4到5级转偏北风2到3
级，气温12℃～0℃。

23日(周五) 多云转阴天，
气温8℃～1℃。

24日(周六) 阴天有小雨，
气温5℃～2℃。

25日(周日) 阴天小雨转
雨夹雪，气温3℃～0℃。

台湾陶艺家到弘宝汝瓷交流“陶艺”

多项举措推动生态市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

汝州生态环境质量明显上升

钟楼街道推进新建公园、游园建设

为返乡农民工
送上暖心电

职工热烈欢迎
“百姓宣讲”巡演

本周雨夹雪天气来袭
请做好防寒保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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