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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汝州市
地方史志办获悉，日前，由汝州市
地方史志办精心挑选报送的汝瓷
莲花碗、汝瓷龙头杯等三件汝瓷经
典作品，被河南省地方史志办确定
为国家方志馆“魅力中国”展参展
作品。这些汝窑瓷器作品入展国
家方志馆“魅力中国”展览，对进一
步提高汝州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让
汝州走向全国、全世界，将起到十
分重要的作用。

据了解，为了更好地宣传“中
国魅力”，充分展示汝州的精彩和
亮点，12月5日，汝州市地方史志
办公室一行3人，专程到河南省地
方史志办公室向国家方志馆“魅力
中国”展览报送展品——汝窑瓷
器。省史志办党组书记、主任管仁
富会见了汝州市地方史志办一
行。省史志办党组成员、副主任冯
普友、周慧杰及相关处室负责人参
加了会见。

在认真听取了汝州史志办有
关工作情况介绍后，管仁富对汝州
市史志办积极向国家方志馆“魅力
中国”展览报送展品表示赞赏，对
汝州市的史志工作给予充分肯
定。管仁富指出，汝瓷作为一个重
要的民族文化符号，在中国陶瓷文
化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汝

瓷在宋代被列为五大名瓷（汝、官、
钧、哥、定）之首，有“汝窑为魁”的
美誉，被历代帝王视为稀世珍品和
镇国、镇宫之宝。近年来，汝州市
史志办紧紧抓住当前史志工作面
临的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勇于担
当、科学谋划、主动作为，在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深入挖掘和弘扬汝
瓷文化等历史文化资源方面，取得
了显著成绩。此次报送展品，是汝
州市史志办紧紧围绕中心工作，服
务当地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举
措。汝州市史志办充分利用国家
方志馆“魅力中国”展览这个平台，
向世界展示汝瓷的神韵和无穷魅
力，弘扬汝瓷文化，不仅有助于增
强区域软实力，提高汝州的知名
度，也对宣传河南“魅力”，展示河
南新形象，培育家国情怀，具有重
要意义。

据悉，“魅力中国”展览是国家
方志馆展览展示项目的重要组成
部分，由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
室和国家方志馆负责组织实施。
展览分为“锦绣山河”“悠久历史”

“今日辉煌”“走向未来”四个主题，
集中展示中国国情特色，重点记录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历

程。该展览方案自2016年 10月
31日通过审查之后，即进入实施
阶段，经过近一年的努力，现已进
入布展阶段。2017年11月6日，
河南省史志办召开专题会议，研究
落实关于向国家方志馆“魅力中
国”展览报送展品事宜。并要求各
地12月底之前完成报送任务。

在接到河南省地方志办公室
发出为国家方志馆报送实物展品
的通知后，汝州市史志办广泛发
动，精心组织，积极协调，力争把确
实具有汝州特色、体现中国魅力的
展品报送上去。经过慎重选择，最
终确定被列为五大名瓷之首的汝
瓷莲花碗、汝瓷龙头杯等三件汝窑
瓷器为送展样品并报送省志办，在
全省率先完成了报送任务，为全省
带了个好头。

据了解，汝窑是中国宋代汝、
官、哥、钧、定五大名窑之一，因地
处汝州而得名，在中国陶瓷史上有

“汝窑为魁”之美誉。其烧制的汝
瓷以“青如天、面如玉、蝉翼纹、晨
星稀、芝麻支钉釉满足”的特点名
扬于世。汝州史志办此次报送的
三件汝窑瓷器，艺术价值高、代表
性强。其中，汝瓷龙头杯被选为
2017年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世博
会中国馆指定礼品。

国家方志馆“魅力中国”展即将启幕

三件汝瓷经典作品入展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
国锋 通讯员 高明哲 韩笑

本报讯 12月5日，河
南省十九大代表报告团在
汝州市供电公司举办党的
十九大精神宣讲报告会，来
自该公司的120多名党员
干部参加会议。

宣讲会上，省十九大代
表报告团成员王羊娃同志
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自己
被选为十九大代表的历程，
详谈了自己参加十九大的
感受，对党的十九大的重大
意义进行了深入阐述，从十
九大提出的新时代、新使
命、新思想、新征程四个方
面作了详细的分析和解
读。整场报告脉络清晰、

生动形象，理论性、思想
性、操作性都很强，对加快
该公司又好又快发展具有
指导性意义。

宣讲期间，汝州市供电
公司广大党员仔细聆听，认
真记录，深入思考，会后与
王羊娃同志进行互动，并纷
纷表示，王羊娃同志的讲解
内涵丰富，很好地将党的
十九大精神同本职工作结
合起来，对于深入学习领
会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
步解放思想，认清形势，具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该公
司广大党员表示要牢固树
立“四个意识”，以各项工
作的实际成效推动党的十
九大精神在公司落到实
处。

本报讯 12月9日，汝州市政
府副市长焦慧娟带领市扶贫办等
相关人员到骑岭乡白马村督导扶
贫及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骑岭乡
党委书记张武钦，乡长赵鹏飞，住
建局局长裴学文等陪同。

焦慧娟一行听取了裴学文关
于白马村扶贫工作情况介绍；张武
钦详细介绍了关于骑岭乡扶贫工
作整体情况及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随后焦慧娟一行实地入户查

看扶贫情况，每到一户，详细询问
扶贫政策落实情况、政策知晓情
况、驻村干部和包户干部对接情
况、群众满意度情况等。在走访过
程中，察看了白马村人居环境综合
整治工作，看到村里正在利用机械
拓宽路面，加大人居环境整治力
度，焦慧娟指出，脱贫攻坚、人居环
境整治都是群众最关心、最期盼的
民生工程，贫困户的识别村里一定
要做到公正、公平、公开，帮扶责任

人一定要做到用心、用情、用力，真
正摸透底子，制定切实可行的帮扶
措施，带着感情帮扶，不能浮于面
上，要切实扑下身子，实施精准扶
贫，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骑岭乡和住建局要全
力配合，制定整治方案、狠抓落实、
建立长效机制，住建局要发挥其优
势，共同解决好群众关心的“脏乱
差”等问题，把人居环境综合整治
工作抓出成效。

省十九大代表报告团
走进汝州市供电公司

副市长焦慧娟到骑岭乡
督导扶贫及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员 刘宏远

本报讯 11月20日，随
着丰阳热力公司工作人员
拧开热力管道上的供暖阀
门，由汝州市政府投资近
300万元建设的集中供暖
设施，开始通过供热主管
道向驻汝武警某部官兵宿
舍供暖，从而结束了部队
冬季烧锅炉为官兵供暖的
历史。

近年来，汝州市委、市

政府把支持部队国防建设
和改革强军作为一项义不
容辞的责任，不断加大对国
防建设的资金投入，先后征
地180多亩，投资 1200万
元，按县道二级路标准为驻
汝部队新修建专用训练道
路5公里，解决了因道路狭
窄影响部队官兵训练的问
题；投资400多万元为部队
安装天然气和供暖设施，帮
助部队解决后勤保障问题，
得到了驻军官兵的一致称
赞。

汝州市投资300万元
为驻军安装供暖设施

本报讯 近日，在汝州市大峪
镇的“临汝县抗日县政府旧址”内，
汝州市城市管理局的123名党员
干部右手握拳，面对党旗庄严宣
誓。该局机关党委副书记丰晓红
告诉大河报记者，城市管理工作千
头万绪，牢记建设“干净、有序、和
谐、宜居”汝州的初心，一定能够不
辱使命。

“回顾历史我们激昂澎湃，展
望未来我们继往开来”。半日的行
程结束后，一行人又重新投入到忙
碌的工作之中。就像该局党组书
记、局长范红超说的那样，每一名
城市管理工作者都应去思考“城事
如何让群众生活更美好”的初心，
用敬畏担负起应有的职责，用行动
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重温入党誓词 不忘初心使命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高浩博 文图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尚豪强 毕清海

活动现场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杨松播

本报讯12月7日上午，
巩义市法院党组成员、副院
长郑朝阳，专职审委会委员
马瑞杰一行8人到汝州市
法院交流工作，汝州市法院
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于
占琦，党组成员、政治处主
任亓建文及相关庭室负责
人参加了座谈。

座谈会上，首先播放了
《汝州市法院案件繁简分流
机制改革纪实》专题片，于
占琦介绍了汝州市和汝州
市法院的基本情况。对于

信访工作，着重介绍了近年
来汝州市通过推进法治和
德治两大建设，着力构建

“大信访、大治安、大服务”
的工作格局，有效预防和减
少信访问题的产生，实现了
信访形势持续好转。随后，
双方就案件繁简分流、诉调
对接、小额速裁、送达、警务
保障等方面进行了交流。

会上，巩义市法院领导
对汝州市法院取得的成绩
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汝州
市法院好的工作方法值得
借鉴学习。双方院领导表
示，将进一步加强交流，相
互促进，共同提高。

巩义市法院
到汝州市法院
交流工作经验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高亚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