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6月22日，由检
察日报社主办，河南省汝州
市人民政府、方圆杂志社承
办的“中国汝瓷地理标志知
识产权品牌保护与发展论
坛”研讨会在“汝瓷之乡曲剧
故里”汝州举办。来自全国
检察系统、知名高校、平顶山
市及汝州市政府部门、汝州
市陶瓷协会的百余位代表参
加了会议。

诞生于汝州的汝瓷，是
中华千年陶瓷文化中浓重的
一笔。始烧于唐朝中期，盛
名于北宋，位居宋代“五大名
瓷”之首，在中国陶瓷史上有

“汝窑为魁”之美誉，距今有
千年历史，具有很高的收藏
价值，“汝瓷”也以97.21亿元
荣登2018年中国品牌价值工
艺品区域品牌榜单39名。

但是近年来，汝瓷品牌
形象频频被冒用、侵权，因此
引发的产权纠纷不断，严重

地影响了汝瓷这一民族文化
产业的发展。为了更好地打
击冒用汝瓷品牌的乱象，研
讨会上展示了三维码技术在
汝瓷产品中适用的成果。

借助科技的力量，为汝
瓷健康发展保驾护航。三维
码服务公司总经理陆泽介
绍，三维码技术于2015年 4
月正式推出，在汝瓷的制作
中，若把汝瓷收藏价值、制作
工艺、大师介绍、产品参数、
营销网络等信息融入可视的
三维码中，把标有汝瓷的三
维码图片，通过互联网+平台
销售并对外展示，客户通过
扫码对汝瓷的产品有更深的
了解，增加客户的体验感和
收藏欲望。

同时，可以将制作完成
的三维码，获取版权后，烧制
在汝瓷产品上，客户只需要
扫描产品上的三维码，就可
以对该产品的制作全过程都

有真实的了解和体验，达到
其防伪的最大效果，使其产
品收藏价值更高，进一步推
动汝瓷的销售和健康发展。

会上，依据《地理标志产
品保护规定》，公布了首批获
得汝瓷地理标志产品标志使
用权的13家企业名单，经核
准，同意汝州市朱氏汝瓷有
限公司，汝州市新嘉诚汝瓷
开发有限公司，汝州市玉松
汝瓷有限公司，汝州市美华
汝瓷厂，汝州市天庆汝瓷研
究所，汝州市赵家汝瓷工作
室，汝州市古风陶瓷厂，汝州
市荣华汝瓷研究所，汝州市
亨通汝瓷研究所（汝州市廷
怀汝瓷研究所），汝州市宋宫
汝瓷厂，汝州市王一沙汝官
窑研究所，汝州市汝宝斋汝
瓷厂，宝丰县弘宝斋汝瓷开
发有限公司等13家企业使用
地理标志产品的专用标志。

汝州原产地“汝瓷”插上高科技的翅膀

三维码为汝瓷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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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
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伟
恒 通讯员 连小红

本报讯 6 月 23 日上
午，汝州市政府副市长焦慧
娟到煤山街道对脱贫攻坚、
信访稳定等工作进行下访
调研。煤山街道党工委副
书记、办事处主任孙延武，
副主任科员吴海亮等陪同。

焦慧娟首先查看了街
道扶贫档卡资料，了解了近
期信访稳定工作动态，并深
入葛庄村查看户档、贫困户

“六改一增”等情况，并对档
卡资料、村容村貌、“六改一

增”、安全饮水和“危房改
造”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焦慧娟要求，扶贫档卡
资料要严格按照全市脱贫
攻坚推进会议上的要求，规
范、完整、准确、高质量地进
行整理完善；对危房改造、

“六改一增”等要严抓时间
节点，倒排工期，确保6月
30日前全部竣工；加快安
全饮水工程进度，确保每一
户贫困户都能使用上安全
饮用水；要对村容村貌大力
进行整治，将工作落到实
处，确保贫困户居住环境有
较大改善。

焦慧娟到煤山街道调研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郝鹏胳 淡世瑾

本报讯 6月21日上午，
由省卫计委基层卫生处调研
员戴能光，规划信息处调研
员刘高令，疾控处副处长党
燕，中医局医政处科员杨潼
一行4人组成的省脱贫攻坚
督查组莅临汝州检查指导健
康扶贫工作。督查过程中来
到汝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对
该院贫困患者就诊绿色通
道、两免五优先、九种大病集
中救治、爱心病房建设等健
康扶贫政策的落实情况进行
了检查。汝州市领导张剑
奇、赵三壮、徐洪波，汝州市
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张振朝、
书记胡现增等人陪同检查。

督查组一行在该院医保
科实地查看了“一站式结算”
服务窗口的设置情况，了解

了该院“先诊疗、后付费”健
康扶贫政策的落实情况，并
查看了相关台账。随后，督
查组一行来到该院爱心病房
看望慰问在院就医的贫困人
员，了解他们目前的病情和
治疗情况，询问他们对贫困
人口建档和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等健康扶贫政策的知晓率
和满意度。

据了解，该院为贫困患
者专门设置了 31个爱心病
房，为病人提供毛巾、肥皂等
日常生活用品，住院检查期
间安排专人全程陪护，休息
时间进行健康教育，并为患
者留存主管医生电话，实
现有问题及时解决。

同时，该院作为河南省
困难群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
定点医院，汝州市定点救治
医院，贫困户在住院期间可
享受一站式服务；先住院，后
付费；住院绿色通道，爱心病

房，专项救治路径管理等便
利，有效解决贫困患者就医
难的问题，减轻贫困患者家
庭负担。

督查结束后，督查组对
该院的健康扶贫工作给予了
充分肯定，同时希望该院在
今后工作中能够进一步提高
认识，把健康扶贫工作做得
更精准、更扎实，保障农村贫
困人口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
务，促进健康扶贫工作再上
新台阶。

该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以此次督导检查为契机，
以更严的标准、更实的举措、
更大的力度，切实抓好健康
扶贫各项工作，确保健康扶
贫工作落实到人、精准到病，
有效解决汝州群众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问题，为汝州市
健康扶贫工作做出积极贡
献，圆满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健康扶贫，让百姓放心看病
省督查组充分肯定市第一人民医院扶贫政策到位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
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
锋 通讯员 王延涛

本报讯 近日，汝州市
纪委监察委联合消防、医
疗、卫生防疫、公安交管等
职能部门，对全市执纪审
查、调查谈话场所进行地毯
式检查，将安全隐患消除在
萌芽状态。

周密部署定方案。根
据省纪委《关于开展审查调
查场所安全检查和风险隐
患排查的通知》精神以及平
顶山市纪委要求，对照谈话
场所安全标准，提前制定安
全大检查工作方案、应急处
置预案，明确人员分工，压
实工作责任。

全面排查无死角。由
分管副书记和常委带队成

立两个检查组，对市纪委和
各乡镇（街道）现有的23个
谈话点巡回排查，重点对灭
火器的配备标准及使用、应
急灯的安装及线路敷设、常
用急救药品配备、录音录像
设备等现场督导检查，提出
整改意见。

建立台账促整改。针
对排查中发现的灭火器配
备数量不足、急救药品缺失
以及安全专管员未认真履
行职责等问题，由市纪委案
件管理室逐一登记，建立台
账。明确各乡镇（街道）党
委、纪委负责人为安全隐患
整改工作第一责任人，拿出
具体措施，一个月内整改到
位，整改不力的追究相关责
任人的责任。截至目前，检
查中发现的5项消防安全
隐患问题已即知即改到位。

汝州市纪委开展
谈话场所安全大检查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
讯员 许艳芳

本报讯 6 月 23 日上
午，一场以“弘扬宪法精神，
建设法治汝州”为主题的宪
法宣传活动在汝州市第一
高级中学举行。汝州市司
法局、团市委、市普法办、市
法学会的有关领导及市一
高的1000余名师生参加了
活动启动仪式。

活动现场，汝州市司法
局副局长卢占利结合青少
年的认知特点，从宪法的权
威，学习宪法的意义及如何
学好宪法三个方面为在场

的千余名师生上了一堂生
动的宪法宣传课。现场气
氛活跃，互动频繁，不时传
出热烈的掌声和强有力的
呼应声。报告会后，汝州市
司法局向在座的师生捐赠
了1000余册《宪法》读本，
并组织师生在印有“尊崇宪
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
护宪法，运用宪法”的横幅
上签字承诺。

活动结束后，全市参加
宪法宣传的一万名团员青
年，将自行开展宪法宣传入
户活动，掀起“宪法宣传进
万家”高潮。

万名团员青年
开展《宪法》宣传活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庄耀东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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