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11月22日 责编程永兵 美编 阎嗣昱 邮箱 dhbu7@126.com汝州时讯 AⅠ·18

□记者 李春 通讯员 卫红霞
文图

本报讯 11月 20日，弘宝
汝瓷作品与五正熟茶强强联手
在中国（宁波）茶业博览会一亮
相，就以新颖的创作理念、精美
的造型、独特的文化内涵受到
了与会嘉宾、游客与市民的青
睐，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市民、

游客驻足咨询。
据介绍，本届博览会在宁

波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时间为
11月 17日到20日，共分为专
业展览、高峰论坛、权威评奖、
采购对接、专业人员技能大赛、
企业推介会、领袖微访谈、特色
产品展示等八大主题活动，吸
引了百家茶企、商会等数百位
大咖积极参与。

杭州自古以来就是名茶产
区，茶文化历史悠久；宁波作为
海上茶路的港口，成为重要关
卡，两者珠联璧合，又各有特
色。在本届博览会上，主要产
品有六大茶类、再加工茶类、茶
具、茶食、泡茶用水、茶叶包装、
茶叶加工、茶工艺品、泡茶家具
及茶科技衍生品等。其中，五
正熟茶是中国第一家也是唯一
一家专业、专注只做熟茶的企
业。创业两年来，以其“原料
正、工艺正、香气正、口感正、滋
味正”迅速引起业内广泛关注，
成为普洱茶行业的熟茶领导品
牌。

此次，五正熟茶和弘宝汝
瓷强强联袂参展的展位前人头
攒动。尤其是玉质乾坤茶组、
清雅茶组、旅行茶组等，这些实
用茶具和莲花碗、刻花盘等艺
术摆件，集实用功能、欣赏功
能、收藏功能于一身，格外引人
瞩目。大家纷纷驻足欣赏，流
连忘返，争相抢购。

弘宝汝瓷专门研究、开发
仿古汝瓷和现代工艺瓷，已有
20余年历史，拥有国家发明、实
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近200
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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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电子商务示范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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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汝瓷行业
当之无愧的领军企业。

弘宝汝瓷与五正熟茶
联袂亮相中国（宁波）茶业博览会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
国锋 通讯员 陈闪闪

本报讯 按照市委组织部
对全市党员进行集中培训的统
一部署，11月19日，煤山街道
组织全体班子成员、机关全体
党员、各社区（村）党支部书记、
主任及各党支部的党员共计
400余人，在汝州市委党校进行
集中教育培训。

当天上午8点，在市委党校
的党徽广场上，参加培训的全
体党员整齐列队，佩戴党徽，在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
任孙延武的带领下，大家举起

右拳，一起庄严宣誓，重温了入
党誓词。

在为期一天的培训班上，
课程安排紧凑,内容重点突出,
讲授精彩纷呈。

据介绍，煤山街道将以此
次集中学习培训为契机，持续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持续推进“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经常性开
展形式多样的学习培训，不断
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涵
养、理论修养和职业素养，不断
提升辖区基层党建工作整体水
平，为各项工作的开展提供强
有力支撑。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
员 丁亚伟

本报讯 11月20日下午，
汝州市委政法委第三督导组深
入洗耳河街道，督导该街道平
安创建、综治及德治建设开展
情况。

督导组听取了洗耳河街道

平安创建、综治及德治建设工
作开展情况，查阅了相关台账
资料，并就进一步细化完善各
项工作提出了具体指导意见。
督导组同时深入南关社区、西
大社区、刘庄游园查看平安创
建、德治建设开展情况，并就平
安家园保险宣传随机询问过往
群众，了解群众认知程度。

市委政法委督导组到洗耳河街道
督导平安创建、德治建设工作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
国锋 通讯员 高亚锋

本报讯 沿革命足迹，感信
仰力量，增精神食粮。11月16
日下午，骑岭乡组织班子成员
到大峪镇同丰村临汝县抗日县
政府旧址参观学习。

在临汝县抗日县政府旧
址，大家怀着崇敬的心情观看
一幅幅珍贵的照片、一个个感
人至深的故事、一件件有着历
史印记的实物，并认真听取了
大峪镇镇长李建星对那段难忘
历史的介绍，真切地感受到了

先辈们的品格和信仰，在历史
中汲取了力量，确保自己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

面对鲜艳的党旗，骑岭乡
乡长赵鹏飞带领班子成员宣
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铿锵有力的宣誓表达了
对党的忠诚。相信在市委、市
政府的坚强领导下，骑岭乡领
导班子必将带领广大群众团结
进取、务实肯干，以更加昂扬的
斗志、更加积极的状态为生态
智慧健康文明幸福汝州的创建
发挥更大的作用！

骑岭乡班子成员赴大峪镇
临汝县抗日县政府旧址参观学习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
国锋 通讯员 刘亮果

本报讯“我志愿加入中国
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
的章程……”11月16日，在临
汝县抗日县政府旧址会议室
内，面对鲜艳的中国共产党党
旗，在钟楼街道党工委书记姚
桃叶领誓下，钟楼街道班子成
员举起右拳，庄严宣誓，这是钟
楼街道开展的“瞻仰红色遗迹，
重温入党誓词”活动的一个缩
影。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当天上午，钟楼街道党工委
书记姚桃叶、办事处主任王似

阳带领班子成员一行，来到大
峪镇同丰村临汝县抗日县政府
旧址，瞻仰红色遗迹，回忆峥嵘
岁月，集体重温入党誓词。大
家认真听取了大峪镇党委书记
张雅丽的详细介绍，实地参观
了县长办公旧址、县政府伙房、
仓库等红色遗迹及纪念图片。

通过回顾党的光辉历程，
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大家深刻
体会到老一辈共产党人在艰苦
的环境下顽强斗争、不怕牺牲
的无私奉献精神，纷纷表示要
传承和发扬革命先辈的光荣传
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更
加饱满的热情投入生态智慧、
健康文明、幸福汝州建设的伟
大征程。

钟楼街道开展“瞻仰红色遗迹
重温入党誓词”活动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
伟恒 通讯员 梁亚波 高向阳

本报讯 11月 20日，河南
省发改委服务业办公室副主任
刘建勇一行莅临温泉镇调研指
导工作。汝州市发改委主任裴

亚正，温泉镇党委书记刘廷跃
陪同调研。

刘建勇一行实地察看了温
泉镇新镇区路网、众创大厦、规
划馆、综合管廊等项目，听取了
刘廷跃书记关于项目规划、设
计、建设等方面工作的汇报。

通过调研，调研组对温泉
镇高起点定位、高标准规划、大
手笔投入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
价，并要求温泉镇在下步工作
中切实抓好管理责任的落实，
狠抓进度，紧抓安全，确保项目
早建成、早投产、早受益。

省发改委调研组莅临温泉镇调研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伟
恒 通讯员 侯晓蕾

本报讯 11月17日上午8：
10，汝州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
陈国重一行20余人莅临汝州市
人民医院，就该院健康体检·健
康管理中心升级搬迁工作进行
视察指导。该院党总支副书记、
院长刘青强携班子成员及相关
科室人员陪同参观。

陈国重一行视察了该院健
康体检·健康管理中心的VIP体
检专线，刘青强院长介绍了VIP
体检区的国际先进设备TMT
人体代谢热成像、HRA风险评
估和健康体检·健康管理中心的
概况。政协主席一行对该院健

康体检·健康管理中心的优美
环境、优良秩序、优质服务及完
善细致的管理举措表示肯定。

据悉，11月 23日，汝州市
人民医院健康体检·健康管理
中心即将完成升级搬迁工作，
将以崭新的面貌服务于广大
市民。升级后的健康体检·健
康管理中心除引进国际先进
设备及临床诊断仪器外，还增
设智慧服务大厅、普检区、采
血区、健康营养餐厅等不同服
务区域，使市民能体验到的五
星级体检环境，真正实现“医
检分离”和“一站式”健康管理
服务。

汝州市人民医院健康体检·
健康管理中心新址面积3000余

平方米,引进国际先进体检设备
及临床诊断仪器,运用国际一流
智能化排检系统,特聘请国内专
业健康管理咨询公司全程参与
筹建与运营普询,为您带来同步
国际的健康管理服务。现已成
为河南省县市级标杆式体检机
构,真正实现了“医检分离”和

“一站式”健康管理服务。该中
心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健康
检查、健检评估、预防指导”三大
环节保障为核心，以“快速、细
致、精准”三大诉求为立足之
本。设计日接待体检人数300
人,特设普检、VIP体检专线,并
将200多项检查项目科学组合
为不同的体检套餐，真正实现了
定制化的健康顾问服务。

汝州市人民医院健康体检·健康管理中心

即将完成升级搬迁工作

煤山街道组织开展
党员集中教育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