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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涓荣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汝州市陶瓷协会常务副会长李晓涓，成为第五位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汝瓷专家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鸿飞 汝州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文图

李晓涓在工作中

本报讯 记者 3 月 8 日从
汝州市陶瓷协会获悉，该协会
常务副会长李晓涓获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成为继朱文
立、孟玉松、李廷怀、杨云超之
后，第五位获得国务院特殊津
贴的汝瓷专家。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是
党和国家对于高层次专业技
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的一种
奖励制度。李晓涓说，能够获
得国务院特殊津贴，心情很激
动，
“ 这是对我矢志钻研汝瓷
烧造技艺 30 年取得的成绩的
肯定”
。
李晓涓是玉松汝瓷第二

代掌门人，玉涓汝窑创办人。
在继承老一辈汝瓷烧造技艺传
承人传统技艺的基础上，李晓
涓锐意创新，
在传承古代釉色，
吸取清凉寺粉青釉和汝州张公
巷翠绿釉釉色的同时，把更多
的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移植到汝
瓷上，赋予了作品更多的文化
内涵。其作品《虎枕》被英国珍
宝博物馆收藏，
《捧盒》荣获第
12 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展百
花杯银奖，
《疏影钵》被外交部
定为外交活动国礼。
（大河报
2019 年 3 月 7 日 AⅠ·25 版以
《师承国家级大师的如此行业
领军人》整版报道）

制瓷 30 载，李晓涓颇有
心得：制汝瓷犹如人生的四重
境界，或者说是四种境界，即
初之自然，始之功利，行其德
道，
终其天地。
1989 年，李晓涓进入汝
州市工艺美术汝瓷厂工作。
1994 年起，师从终身享受国
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孟玉松，学
习汝瓷配釉烧制技艺。同时，
向中国著名汝瓷鉴赏家、收藏
家袁海清老师学习古陶瓷鉴
定，是高级工艺美术师、河南
省工艺美术大师、河南省陶瓷
艺术大师、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协
会理事、中国陶瓷工业协会理
事、河南省工艺美术任职资格
高高级评委、河南工业大学设
计艺术学院等高校客座教授、
河南省汝瓷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主任、河南省陶瓷协会副理
事长、河南省第五批“四个一
批”专门技术类人才、河南省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河南省
最具行业影响力十大女杰、河
南省陶瓷协会命名的汝瓷行
业领军人物、平顶山市人大代
表、汝州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
委员、汝州市陶瓷协会常务副
会长。

汝州市召开驻村第一书记
和涉贫乡镇党委书记座谈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鸿飞 汝州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赵红旗 尚方剑
本报讯 3 月 12 日，汝州
市委组织部组织召开全市驻
村第一书记及涉贫乡镇党委
书记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参加河南代表团
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
落实省委书记王国生同志、平
顶山市委书记周斌同志对第
一书记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
座谈会上，部分驻村第一
书记及涉贫乡镇党委书记结
合习近平总书记“两会”期间
参加河南团审议时讲话精神，

围绕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等
工作开展情况及 2019 年度巩
固提升工作的具体规划做了
简要汇报。
汝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张伟在谈到 2019 年度工作如
何开展时强调，一要一鼓作气
打赢脱贫攻坚战。今年是脱
贫攻坚战打响以来任务最重
的一年，大家要以“踏平坎坷
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
战斗意志，持之以恒攻坚克
难，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二

要一以贯之抓基层打基础。
广大驻村第一书记和乡镇党
委书记要进一步明确主责，以
基层党建引领脱贫攻坚。三
要一心一意促进乡村振兴。
突出创新思维，发展适合乡村
产业基础的家门口就业工程，
引进适合群众就业需求的致
富项目，促进村民持续增收；
做好垃圾污水处理、厕所革
命、村容村貌提升等工作，争
创康居村、美丽村、整洁村。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鸿飞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闫鹏飞 张旭
到达米庙镇失信被执行
人王某家时，王某正准备开车
出门，兰晓鹏等迅速上前连人
带车一并控制，并告知准备将
其司法拘留。王某连忙让家
人取出 1 万余元案件款，当场
履行了拖欠多年的债务。
首战告捷，兰晓鹏等又赶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鸿飞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康建标 郭志军
本报讯 3 月 12 日，记者
从汝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获悉，今年，汝州市四项举措
力促全市建筑产业转型发
展。
推进工程建设领域制度
改革。完善工程总承包制度
和政府投资工程总承包管理
模式。鼓励相关企业通过联
合经营、并购重组等方式发
展全过程工程咨询。
加强工程质量安全管
理。夯实质量安全管理基
础，强化法规制度、标准体系
和信息化建设，推进工程质
量安全管理标准化。持续开
展质量安全专项整治，严肃
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优化建筑市场环境。规
范建筑工程招投标，加强承
包履约管理，强化标后监督
检查和违法查处。建立健全
建设领域信用体系、动态监

管体系和市场准入清退机
制，搭建全市统一的建筑业
服务监管平台。实行农民工
实名制和农民工工资银行代
发制。推行建筑业关键岗位
实名制管理，实现全市建筑
市场数据一个库、监管一张
网、管理一条线，做到“市场”
与
“现场”
有机联动。
提升建设绿色建造能
力。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
推行以标准化设计、工厂化
生产、装配化施工、一体化装
修、信息化管理、智能化应用
为特征的建筑产业现代化绿
色建造方式，加快推进省级
装配式建筑示范项目和示范
基地建设。推进散装水泥、
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高性
能混凝土以及新型墙材的发
展应用。开展绿色建筑量质
提升行动，推动既有建筑绿
色改造和可再生能源利用。

新市民之家北侧
将新增600余个停车位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鸿飞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石颖斐 丁晓飞
本报讯 记者 3 月 12 日
从汝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了解到，汝州市新市民之家
北侧空地新规划一处 600 余
个车位的停车场。
该停车场兼具生态和智
慧两大特点：以行道树为隔

断，林荫遍布，30 分钟以内
停车免费，超出规定免费时
长的，车主可以自助续费，方
便快捷。后期还将设置电车
充电桩，为新能源电车提供
充电服务。

骑岭乡统一思想
共同打赢环保攻坚战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鸿飞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高亚锋

汝州法院开展
“惊蛰执行行动”
本报讯 微雨众卉新，一
雷惊蛰始。3 月 6 日，是我国
传统二十四节气中的
“惊蛰”，
6 时许，汝州市人民法院执行
二庭的兰晓鹏等五名执行干
警就来到了单位，按照前一天
晚上制定的计划出发实施
“惊
蛰执行行动”
。

汝州市力促建筑产业
转型发展

到失信被执行人张某家。张
某于 2017 年向申请执行人王
某某借款 13 万元，在偿还一
部分后，剩余欠款 6 万元一直
未偿还。法院依法判决后，张
某依然拒不履行生效判决书确
定的义务。兰晓鹏等来到张某
家时，
将张某堵在了被窝里。

本报讯 3 月 11 日，汝州
市骑岭乡召开环保攻坚暨非
法采砂巡察工作专项反馈
会，通报情况，安排部署下步
专项整治工作。
该乡党委副书记李俊涛
从骑岭乡环保攻坚百日会战
交办问题处理情况、散乱污
企业取缔整治工作情况等六
个方面，通报了环保攻坚百
日会战暨非法采砂专项整治

工作。
汝州市委第二巡察组负
责人徐雅敏说，纪委监察机
构将进一步加大监督执纪问
责力度，紧盯党员干部、公职
人员，做到发现一起，处置一
起。该乡党委书记赵鹏飞要
求环保攻坚一要统一思想，
站位全局，以更大的力度，更
实的作风，更好的举措，共同
打赢环保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