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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农商银行开展专项治理自查活动

他们挽起袖子“与泥共舞”
全国传统文化教育与新课改工程组委会专家
到弘宝汝瓷考察

简讯

汝州市骑岭乡开展“小散乱污”企业整治取缔工作

五一假期两天放倒45个水泥罐

为逃避搜捕假装捉螃蟹
俩窃贼被警方识破

拆除水泥罐现场

本报讯 为了汝州市的水
更绿，天更蓝，骑岭乡向“小散乱
污”企业亮剑，4月29日开始行
动，两天放倒45个水泥罐，极大
地震慑了环保违法违规企业。

4月21日，骑岭乡在党校报
告厅召开2017年环境污染防治
及小散乱污企业整治取缔工作
推进会，落实责任，安排部署“小
散乱污”企业整治取缔工作。4
月26日晚，骑岭乡召开“小散乱
污”升温加压会，细化责任，抽调
乡机关干部40余人分包全乡水
泥制品企业，科级领导负责，机
关干部作为直接责任人，村组干
部作为第一责任人，同时制定严
格的奖惩制度，全力以赴打赢这
次攻坚战。

4月27日上午在安庄村召
开“小散乱污”企业负责人全体
会议，引导企业在4月28日前自
行拆除机械设备、清除原料，断
电、断水、清产品、清原料等。要
求村组干部自办企业带头执行，
各小散乱污企业交纳保证金。
按时放倒水泥罐的保证金全额
退回，到期没有行动的保证金全
部没收。严格的惩戒制度，震慑
了小散乱污企业负责人的侥幸
心理，大多数企业纷纷表示，服
从政府安排，按时行动，主动拆
除设备。

4月29日上午九点开始，骑
岭乡人大副主席李亚昊、环保所
所长杜爱红兵分两路，分别带领
执法工作组，进行为期两天的

“小散乱污”企业彻底清零行
动。虽然是五一小长假，抽调人
员全心投入，全力配合，昼夜奋
战在第一线。骑岭乡中心工作
群内，捷报频传，进度飞快。

九点二十分，安庄村王庄樊
胜平板厂水泥罐拆除；九点二十
五分，范占长盖板厂水泥罐拆
除；王艳杰盖板厂拆除；曹广志
盖板厂拆除；陈宣伟盖板厂拆
除；郭建鹏盖板厂拆除；许志高
盖板厂拆除……

经过大家两天努力，新拆除
45家水泥罐，李亚昊要求包村领
导继续抓紧推进取缔工作：下一
步移走水泥罐、搅拌机，场地清
理干净，严防小散乱污企业死灰
复燃。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赵红亚 高亚锋 文图

□记者 李春 通讯员 卫红霞

本报讯 5月 5日上午，
全国传统文化教育与新课改
工程组委会主任顾建华、北京
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后张
永升等一行3人，在汝州市委
宣传部副部长李国胜的陪同
下到弘宝汝瓷考察。

在弘宝汝瓷文化展厅，顾
建华主任一行在汝州市陶瓷
协会名誉会长、弘宝汝瓷高级
顾问、汝瓷大师范随州的讲解
下，饶有兴致地欣赏了展厅里
一件件精美绝伦、特色各异的
汝瓷作品，他们被造型各异、
巧夺天工的汝瓷作品所深深
打动，尤其是对汝瓷作品上面
薄如蝉翼的开片纹路，以及素
雅纯净的雨过天晴釉色赞美
不已。

“弘宝的每件作品都别具
匠心，就连一个小茶杯也是如
此。”范随州大师说着，拿起

“龙凤吟茶组”中龙杯和凤杯，
分别倒入茶水，这时，杯底的

“龙”“凤”立刻活灵活现，这让
顾建华主任一行惊叹不已。

参观中，顾建华主任对弘
宝汝瓷的“汝瓷第一器”、以李
白为题材创作的作品《陶醉》、
寓意知足常乐的作品《感觉真
好》以及《中华和瓶》等数十件
获奖作品都大加赞赏。当他
得知，范随州大师和王振芳大
师的作品《水仙盆》和《三足
洗》被收录中学美术教科书
时，表示会将更多优秀的中国
传统文化编入教材中，让孩子
们了解学习。

在生产车间，范随州为顾
建华一行演示了手拉坯技艺，
看着一团瓷泥在大师手中瞬
间变成了精美的汝瓷器型时，
他们忍不住跃跃欲试，挽起袖
子“玩”起泥来，体验了一把

“与泥共舞”的快乐。
随后，一行人又来到弘宝

汝瓷中原古陶瓷标本博物馆，
参观了不同时期，不同窑口，
不同种类的瓷片及藏品，与汝
瓷专家范随州对一些藏品进
行了鉴赏和交流，高度赞扬了
弘宝汝瓷对古陶瓷研究及陶
瓷文化传承与弘扬做出的贡
献。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伟
恒 通讯员 张社杰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汝州
警方获悉，两名窃贼入室作案，
被村民发现后慌忙逃进深山。
汝州民警与当地村民联合进山
搜捕，最终将两名盗贼抓获。

4月23日下午4时许，汝州
市公安局尚庄派出所接汝州市
米庙镇马窑村群众反映：有两个
男子翻墙进入马窑村百户沟自
然村村民刘某家正在实施盗窃。

接到报警后，尚庄派出所副

所长郭文杰带领民警立即赶往
处置。在案发现场，民警得知犯
罪嫌疑人发觉情况不妙已逃入
米庙镇白马村附近的深山中。
出警民警经过详细询问，了解了
犯罪嫌疑人的衣着体貌特征和
逃跑路线，在村干部和群众的配
合下，决定分组进山搜捕。

大山茫茫，道路崎岖，丛林
遮蔽，搜捕工作十分困难。在郭
文杰等民警的坚持和带动下，最
终在白马村创业煤矿附近的一
条深水沟处，看到两名盗窃嫌疑
人将自己伪装成抓螃蟹的人，随

后民警将两名盗窃嫌疑人当场
抓获。

经讯问，犯罪嫌疑人邓某、
马某对当日盗窃事实供认不
讳。经过民警深挖细查，办案民
警又将另一名作案同伙王某抓
获。

据交代，三人自2016年以
来结伙作案、参与入户盗窃 3
起。目前，三名犯罪嫌疑人邓
某、马某、王某已被依法刑事拘
留，侦查工作正在进一步进行
中。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
锋 通讯员 吕亚鹏

本报讯 为进一步深化合
规文化建设，筑牢依法依规依章
经营的制度基础和机制保障，汝
州农商银行从5月2日至25日
开展“违法、违规、违章”行为和

“监管套利、空转套利、关联套
利”专项治理自查活动。

据了解，此次自查范围为辖

内各分支机构、机关各部（室）及
2016年末有余额的各类业务。
紧盯关键制度、关键岗位、关键
人员，加强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
的风险排查，目的是消除风险监
管盲区，确保各项业务依法合规
开展。

为保障此次自查工作做到
重点突出、检查严格、措施扎实、
取得实效，该行专门印发了自查
方案，成立了自查工作领导小

组，负责此次自查工作的指导、
协调和组织实施工作。

方案要求，各支行要结合自
身实际，扎实开展自查，另外，各
部（室）要制定整改完善的措施
计划，对自查中发现的隐患和问
题，要立即督促整改，对暂时不
能整改的，要制定并落实防范措
施，制定专人负责，限期整改，跟
踪落实，确保各类风险隐患及时
消除。

5月3日上午，风穴路街
道党屯村在村委会召开精准
扶贫推进会，党屯村在全力推
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中，
坚持把“四议两公开”工作法
贯穿到精准识别扶贫对象工
作全过程。会上对扶贫对象
进行了仔细认真的讨论，将不
符合要求的对象进行删除，符
合条件的重新进行申报，确保
扶贫工作落到实处。会上，党
屯村包村领导王志远要求扶
贫同志及村两委会成员在推
进精准扶贫工作中，要保持严
谨的工作态度，认真全面抓落
实，杜绝弄虚作假。（王国锋
梁德昭）

5月 5日，记者从汝州市
林业局获悉，汝州市于 2016
年12月开始实施2016年度林
地变更调查工作，在省林业厅
和省林业规划设计院的指导
下，多措并举，狠抓落实，于
2017年 4月底前圆满完成了
林地变更调查工作。据悉，此
次林地变更调查工作共涉及
变化小班1249个，调查变更
工作任务重、时间紧。为此，
汝州市林业局及时从各科室
抽调有关技术人员成立了林
地变更调查工作组，省规划院
专家组多次到汝州市指导工
作，进行人员培训。其间收集
了2015年、2016年汝州市实
施的重点造林工程、征占用林
地和林木采伐等有关资料；最
后依据影像图的差异和收集
的相关资料，在做好内业区划
判断的基础上，结合外业核
实，完成每个小班属性的完
善。经初步统计，2016年度，
汝州市新增小班1333个，变

化小班1249个，相较2015年
林地面积增加 3009.4 公顷。
（李伟恒 李高飞 韩少伟）

5月 5日晚，纸坊镇党委
召开党政领导班子会议，专题
学习了全省纪检监察信访举
报工作视频会议。对该镇下
一步信访积案化解再强调、再
部署。会议指出，纸坊镇积案
化解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目
标导向，以全市信访积案专项
行动为载体，进一步强化大局
意识，压实责任，创新工作方
法，以“钉钉子”精神和“啃硬
骨头”韧劲，切实做到清仓见
底、动态清零。（李伟恒 吴奇
鹏）

5月 8日，汝州市供电公
司组织人员对郭庄变电站的
电缆沟、抽水泵、编织袋等防
汛设备和物资进行排查，全面
做好夏季防汛工作。汛期将
至，为确保安全可靠供电，汝
州市供电公司认真做好防汛
预案和事故预想，提前制订了
防汛应急预案，确保防汛工作
有序开展；在恶劣天气到来之
前，对沿河、临近水库的8条输
电线路及设施进行巡视，加固
松动杆基，对变电站、配电室
存在漏水现象的房屋进行了
防水处理，为变电站配置抽水
设备；备足防汛物资，建立快
速反应的防汛突击队，随时处
理各类突发应急情况，及时抢
修受损电力设施；加强与地方
政府防汛办、气象部门的联
系，及时掌握天气、汛情等信
息，实行24小时值班，建立信
息实时汇报制度，及时应对重
大汛情，确保电网安全可靠供
电。（王国锋 高明哲 郭乃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