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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王国锋
通讯员 陈闪闪 文图

本报讯“一丝一粒，我之名
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5
月6日晚7点半，全省优秀廉政
戏剧《张伯行》汝州巡演煤山专
场在该市体育文化中心精彩上
演，扣人心弦的剧情、华美的舞
台效果、精彩的名家演绎，赢得
现场观众阵阵掌声。煤山街道
全体班子成员、各社区（村）两委
会成员、各社区（村）组干部及党
员代表等300余人与市直各单
位、兄弟乡镇（街道）等共计1000
多名党员干部一起观看了演出，
接受了一场生动而深刻的廉政
洗礼。

此次上演的大型廉政豫剧
《张伯行》由省豫剧一团编排，是
一部描写著名清代廉吏、河南仪
封（今兰考）人张伯行与巨腐贪
官斗争的廉史。故事以康熙年
间科举考试案为切入点，描写了
张伯行在担任江苏巡抚期间，与
噶礼等贪官势力展开惊心动魄
反腐斗争的故事，具有强烈的现
实意义。告诫党员干部要以廉

政准则为镜，做到自重、自省、自
警、自励，模范遵守党纪国法，清
正廉洁，忠于职守，正确行使自
己的权利，做到“慎始、慎权、慎
独”，不断增强自身的思想道德
法制观念，才能保持职务行为上
的廉洁性。

据介绍，大型廉政历史剧
《张伯行》创作历时3年，是我省
继《全家福》、《九品巡检暴式昭》

之后推出的又一部廉政大戏，是
一部以古鉴今、感人肺腑的“反
贪腐”好教材，也是河南豫剧院
打造的“廉政文化三部曲”压轴
大戏、收官之作。

演出结束后，观看剧目的党
员干部纷纷表示，该剧弘扬主旋
律，唱响正气歌，让大家在接受
文化艺术熏陶的同时，接受廉政
文化的熏陶。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魏向涛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汝州市
六城联创指挥部了解到，汝州市
为扎实推进2017年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工作，强化各乡镇、街道，
各相关单位的创建工作责任，全
面落实《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
系》、《河南省社会文明程度指数
测评体系》等创建工作要求，确
保2017年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提名资格城市，2020年实现全
国文明城市目标，依据有关法律
法规，结合汝州市实际，制定了

《汝州市2017年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工作奖励及责任追究办
法》。

创建文明城市工作纳入全
市各级文明单位评选、晋升级别
等的重要内容，作为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
选表彰的重要依据。创建文明
城市工作实行单位“一把手”负
责制。市创建文明城市指挥部
下达给各单位的目标责任书，主
要根据各单位职能，依据《全国
文明城市测评体系》、《河南省社
会文明程度指数测评体系》和创
建文明城市工作需要增加的工
作任务。

在创建文明城市工作中，对
创建工作积极主动、措施有力、
成效明显、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
人予以奖励。在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
位，在文明单位评选、晋升级别
及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体评选
中予以优先推荐。对承担任务
较重，所需资金较大，完成任务
确有困难的文明城市创建项目，
由市创建文明城市指挥部列入
文明城市创建年度财政预算，采
取以奖代补或一事一议形式给
予适当奖励或补助。对工作不
力，推诿扯皮的单位和个人进行
处罚。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张楠

本报讯 五一劳动节是人
民放假休息的节日，随着汝登高
速的开通和风穴寺景区的免费开
放，汝州市旅游人数大幅增多。
该市积极部署、联动配合，确保了
五一期间全市旅游秩序良好，旅
游整体收入稳步提升。

节前，该市积极召开旅游安
全工作联席会议，全面部署节日
期间的旅游安全工作，全市20个
旅游联席成员单位和12家相关
单位的负责人参加会议，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王沧海出席并做
出重要讲话。会议还印发了《关

于印发汝州市2017年五一假日
期间旅游工作方案的通知》，对
32个相关单位都做出了详细的
职责分工，会上每个单位都表态
发言，将严格按照职责分工，认
真做好五一假日旅游工作。

节日期间，该市旅游联席会
议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高度重
视，认真组织领导，制订工作方
案和值班表，并抽调工作人员协
助景区管理服务工作，严格执行
24小时值班制度和领导带班制
度，旅游投诉和旅游咨询热线保
持畅通，值班期间做到不脱岗、
不断岗。该市旅游局还积极联
合消防大队、文物局，对全市宾
馆、文物建筑、旅游景区（点）等
消防安全问题进行排查。并组

成旅游安全检查组对旅行社、景
区、星级饭店进行了更全面的安
全隐患排查。

据统计，五一假日期间，该
市共接待游客人数13.89万人，
比去年同期增长10%，旅游收入
1980万元，旅游零投诉，无重大
安全事故。仅出现一例突发事
件：一名在风穴寺景区游览的男
子，由于醉酒，不慎跌入河道中，
被值班人员发现后，立即启动应
急预案，景区值班的医务人员迅
速到位救治，简单处理后送至汝
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伤者除多处
擦伤外，并无大碍，由于处置措
施得当，此次救援行动得到了广
大游客的一致好评。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伟恒
通讯员 刘佳佳 梁亚波

本报讯 5月 8日，温泉
镇第一届“汤王杯”书法展开
幕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河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汝
州市书法家协会主席贾伟，
温泉镇党委书记刘廷跃，温
泉镇党委副书记、人大主席
郭金标，温泉镇党委委员、纪
委书记孙会玲，汝州市书法
家协会理事、汝州市书法家
协会温泉分会主席郭根留以
及参展作品的作者和汝州市

书法家协会的会员朋友们共
计110余人参加了本次开幕
式活动。

据悉，此次书法展，是
今年温泉镇文化活动的重
要组成部分。它意在以意
趣高雅的书法作品丰富群众
文化生活，为温泉镇文化活
动增添一道亮丽的风景，为
广大书法爱好者提供交流的
平台。此次参展作品为市书
法协会提供的139幅作品，
其作品题材广泛，主题鲜
明，内容丰富，情趣高雅，带
给大家一次不同寻常的美
的享受。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李心

本报讯 近日，汝州市
陶瓷协会会员大会在该市文
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会议室召
开。会议对2016年工作进
行了简要回顾，对汝州市玉涓
汝窑有限公司等24个先进集
体和朱文立等30个先进个人
进行表彰，并对2017年的工
作做了细致安排。汝州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沧海出席
会议并讲话，市政府副市长杨
英武主持会议。市文广新局
局长、陶瓷协会会长张永振，
市汝瓷电子商务产业园管委
会副主任、陶瓷协会秘书长
赵俊璞和陶瓷大师朱文立、

张天庆、李廷怀等81家会员
单位代表出席会议。

会上，张永振代表陶瓷
协会作年度工作报告。张永
振在报告中说，一年来，在汝
州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在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带
领下，秉持“发挥平台效应，
创新发展模式，规范行业秩
序，繁荣陶瓷经济”的宗旨，
不断增强号召力和凝聚力，
规范和引导汝瓷行业发展，
把历史优势转化为行业优
势，促进全市汝瓷行业的健
康发展，为重振中国瓷都雄
风做出积极的贡献。

张永振强调，2017年协
会将团结一致、鼓足干劲为
汝州陶瓷文化的发展繁荣贡
献力量。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刘亮果

本报讯 5月4日，汝州
市水务大厦项目在该市南环
路与梁丰南路交叉口东南侧
举办开工奠基仪式。汝州市
委常委、统战部长张剑奇，市
政府副市长焦慧娟，市温泉
农村融合发展产业园管委会
主任翟会杰，钟楼街道党工
委书记姚桃叶，钟楼办事处
主任刘建青等出席仪式。

焦慧娟在开工奠基仪式
上致辞，她指出，汝州市水务
大厦项目是市委、市政府确
定的重大（重点）项目，项目
的建成必将为该市水利工
作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
用。希望汝州市鑫源投资
有限公司和红旗渠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高标准，严要
求，以“建一流工程、创一流
质量、树一流品牌”为目标，
把汝州市水务大厦项目建设
成为我市的精品工程。同
时，相关部门要认真落实市
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加强
沟通，强化服务，帮助解决
项目协调、手续办理等方面
的问题；尤其是钟楼街道要
给予项目更多的关心和帮
助，协调解决项目建设过程
中的群众协调、施工环境营
造等问题，为项目建设创造
一流的环境。

据了解，汝州市水务大
厦是鑫源公司今年重点投资
开发的项目，该项目位于钟
楼办事处境内，总占地 180
亩,总建筑面积约76000平
方米，建筑周期约20个月，
建成后交于汝州市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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