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掐指算来，汝州市见义勇为协会成立不到

10个月，但就在200多天的时间里，这项工作

已经驶在了快车道上，成为平顶山市的标杆。

10月29日，平顶山市在汝州召开见义勇

为工作推进现场观摩会，来自平顶山市见义勇为

协会的领导、11个兄弟县（市、区）见义勇为协会

负责人、民警和爱心企业代表，走访参观了汝州

市、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见义勇为工作机

构，了解、学习其在基础建设工作中是怎样实现

有办公场所、有组织机构、有工作人员、有职责制

度、有交通工具、有档案台账“六有”标准的。

会上，宣读了2021年度“99公益日”河南

省见义勇为基金会表彰先进的通报，汝州市见

义勇为协会、新华区见义勇为协会同获“募捐

先进单位”称号，汝行集团等6家企业、汝州市

见义勇为协会秘书长分别获得平顶山市见义

勇为协会2021年度“99公益日”活动“爱心企

业”和“先进个人”称号。

平顶山市见义勇为协会会长王廷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这次现场观摩会召开前，平顶

山市公安局党委书记、督察长房国卫提出了三

点要求：汝州这个会议一定要开好。汝州的经

验一定要让各县（市、区）学好、落实好；平顶山

市的见义勇为工作一定要做好，不能落后，要

走在全省前面；如果协会有什么困难，市公安

局会全力以赴支持。

王廷说，今天这个会议主要是落实河南省

见义勇为基金会、省公安厅在洛阳、南阳召开

的现场观摩会，以及9月30日召开的全省见义

勇为协会工作会，特别是9月29日中央政法委

召开的全国见义勇为工作会议精神。在落实

会议精神的同时，把汝州市见义勇为协会作为

一个标杆，带领大家学习以后回去落实好。

王廷强调，汝州是平顶山的大市，乡镇最

多、村最多，在见义勇为工作方面能这样做得

这么好，其他县（市、区）更应该做好。

王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按省见义勇为

基金会要求，协会基础建设要达到“六有”标

准：有办公场所、有组织机构、有工作人员、有

职责制度、有交通工具、有档案台账。

“一会儿开会时，你会听到，汝州做到了

‘八有’。”受访时，王廷的语气喜悦又肯定。

果然，在其后举行的会议上，汝州市见义

勇为协会会长赵俊杰说，汝州已实现了“八有”

标准：有办公场所、有组织机构、有编制名额、

有工作人员、有办公经费、有职责制度、有交通

工具、有档案台账。

这一切，汝州市是怎样做到并成为平顶山

市标杆的呢？

其一，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困难迎刃而

解。

汝州市见义勇为协会是2021年1月7日

揭牌成立的，但在2020年8月，汝州市委主要

领导、组织部门就与协会拟任职人员进行了谈

话。

在汝州市委政法委、汝州市公安局、汝州

市编办的大力支持下，迅速解决了市、乡镇（街

道）、村（社区）三级见义勇为机构的人财物、办

公场所。根据增加的三个事业编制，协会组建

了财政全供事业单位——汝州市见义勇为服

务中心。

其二，明确24字协会作风，提出6字工作

要求。

在一届一次的会长办公会上，协会确定了

“信念坚定、忠诚担当、团结协作、规范高效、勤

廉务实、争创一流”的24字工作作风，提出了

“快、准、严、实、勤、廉”的6字工作要求，明确了

任期内协会工作的任务和目标，即：基础建设达

到“八有”，构建完成“组织协调、资金保障、权益

保护、高效运转”四大工作机制，真正实现见义

勇为工作“有人真抓、有人真管、有人真干”，见

义勇为人员“有地位、有待遇、有保障”的“双三

有”目标，勠力同心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

公正、团结、务实”的见义勇为工作队伍。

其三，抓宣传、营造氛围，多领域、全方位、

立体式倡树“见义勇为光荣”的社会风尚。

协会成立后，以宣传先进典型、政策法规

为重点，在汝州城区主干道、火车站广场、中央公

园等处设置永久性宣传牌30多块；在体育文化

中心建设了见义勇为主题广场，为6名省市级见

义勇为先进个人设置了事迹专栏，配发照片，大

树特树见义勇为者的英雄形象，使民众知晓、认

识身边的英雄，推动形成“人人崇尚见义勇为、支

持见义勇为、敢于见义勇为”的良好氛围。

其四，建章立制，健全工作机制。

为确保高效规范运转，协会在学习先进经

验的基础上，遵循“民主立制、依法立制、科学

立制”原则，研究制定了汝州市见义勇为协会

职责制度办法（正在联审），建立了党建工作制

度、岗位职责、请示报告制度、财务管理制度、

档案管理制度等30余项制度、职责和规定。

10月初，协会在汝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设立

了见义勇为人员绿色通道，目前正与有关部门

协调，争取尽快出台《汝州市见义勇为伤病人员

救治绿色通道实施办法》，以充分发挥医疗卫生

机构的职能优势，简化程序、集中资源、适当减

免医疗费用，为见义勇为人员提供优质服务。

其五，业务主管部门大力支持，“99公益

日”募捐再夺第一。

在2021年“99公益日”见义勇为募捐活

动中，协会及时向业务主管部门汝州市公安局

党委汇报，以“线上募捐为重点，兼顾线下”为

原则，在微信公众号、微信工作群实时滚动公

布募捐情况。

汝州市公安局主要负责人每天听取募捐

情况汇报，要求全体民辅警和21个乡镇（街

道）工作站、一村（社区）一警积极参与，线上线

下共募集捐款58.7667万元，再夺平顶山县

（市、区）第一名。

其六，抓制度创新，大力弘扬见义勇为精

神。

按照惯例，对见义勇为表彰奖励的重点对

象是省级英雄、市级模范、县级先进个人。但

在实际工作中，一个县（市、区）能获得这样荣

誉称号的人少之又少，有时一年甚至几年也评

不出一个，结果是，大量有见义勇为性质的人

和行为无法得到表彰奖励。

赵俊杰说，协会理事会经过研究认为，这

个作法与大力弘扬见义勇为正能量不相称，也

不符合时代要求。

为了补齐这个短板，协会要求汝州市见义

勇为服务中心主要负责非县级以上见义勇为

人员的申报、表彰等工作，与协会一套人马两

块牌子合署办公。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汝州市见义勇为协会

依法依规研究制定了《汝州市见义勇为人员奖

励和保障实施办法（试行）》，目前正在征求各

方意见，待协会理事会讨论通过后正式实施。

既是现场观摩会，那实地探访了解是必

不可少的。

10月29日，汝州方面为平顶山市见义

勇为工作推进现场观摩提供了市、乡镇（街

道）、村（社区）三级机构、5个参观学习点。

徐欣波今年 40岁，是钟楼派

出所的辅警。钟楼办事处见义勇

为工作站东大居委会联络员办公

室成立后，他又承担了联络员的工

作。

代表们在东大居委会参观学习

时，王廷拉着徐欣波的手，请他向各

位代表介绍社区见义勇为联络员办

公室的职责。

“联络员首先要搞好社区见义

勇为工作宣传，确保职责制度落实，

为平安社区建设打好基础。”徐欣波

说，还要采集社区的见义勇为信息，

调查核实后上报材料。

“原来不会干，不知道咋干，来

汝州看看学会了，回去就干！”在最

后一个参观点——汝州市见义勇为

主题广场，一名代表喜笑颜开、信心

十足地对王廷说道。

参观完骑岭乡见义勇为工作站后，代表

们乘车来到洗耳河办事处见义勇为工作站。

与其他乡镇（街道）一样，见义勇为工作

站的牌匾和派出所的牌匾分挂大门两侧，站

长由派出所教导员兼任。这个工作站有9

名联络员，分别负责6个居委会、3个行政村

见义勇为工作联络员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在工作站办公室，代表们看到的是与骑

岭乡工作站同出一辙的3块制度版面、3本

台账。

8月30日，该辖区望嵩南路汝州剧院广

场发生一起凶杀案，在现场的余世鑫、李鹏、

李一航3名90后英勇果敢，携手制服手持凶

器的犯罪嫌疑人，并报警移交给警方，避免

了周围群众可能再次受到伤害的危险。

根据《河南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

条例》相关规定，汝州市见义勇为协会表彰

了余世鑫、李鹏、李一航 3 人，分别给予

10000元奖励。

在今年的“99公益日”活动中，这个站

圆满完成了线上募集捐款10000元的任务。

在解说员的引导下，与会代表依次走进

汝州市公安局大门东侧的一栋二层楼。

这里曾是汝州市公安局户籍科的办公地，

2021年1月7日，汝州市见义勇为协会正式成

立之日，这里的4间办公室交给了该协会。协

会三个科室、见义勇为服务中心办公室的墙

上，整齐地悬挂着各项职责、规章制度。

在组织建设上，汝州市21个乡镇（街道）

均建起了见义勇为工作站，挂牌与辖区派出所

合署办公；462个村（社区）成立了见义勇为工

作联络员办公室，均有办公场所及专兼职工作

人员，为见义勇为工作提供强有力组织保障。

观
摩
代
表

原
来
不
知
道
咋
干
，来
汝
州
学
会
了
，回
去
就
干
！

A

参观

现场一

汝州市见义勇为协会

现场二

洗耳河办事处见义勇为工作站
现场三

▲会场

◀王廷（左一）向大家介绍联络员徐欣波

▲见义勇为主题广场宣传栏

▶洗耳河办事处见义勇为工作站

汝州市见义勇为工作是怎样成为平顶山标杆的？

汝州是怎样驶上快车道成为标杆的？B

□策划：河南日报农村版汝州运营中心 执行：本报记者张鸿飞通讯员韩恒超文/图

2021年11月5日 星期五
热线 / 13837160635

责编 / 姜永栋 版式 / 李英 校对 / 王仰瑞
RⅠ汝州新闻

农村版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特约通讯员吴改红）记者11

月2日从汝州市委宣传部获悉，日前，在广东潮州举行

的第五届“CHINA·中国”陶瓷艺术设计大赛颁奖典礼

上，汝州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春晓代表第六届承办城市

发言。汝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市长曲延辉，副市

长陈晓明参加活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景德镇

陶瓷大学原校长、大赛组委会主任宁钢，将赛旗传递给

陈晓明。

明年，第六届“CHINA·中国”陶瓷艺术设计大赛将

花开汝州。

“CHINA·中国”陶瓷艺术设计大赛由景德镇陶瓷

大学、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联办，是陶瓷界的重要赛

事，在国内外陶瓷艺术与设计领域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官网发布的消息称，本届

大赛赛程半年，设置产业陶瓷设计、产品概念设计、艺术

陶瓷设计三个项目，共收到参赛作品1600余件，其中

447件作品入围复赛，并进入终评阶段。经专家评审，

共评出金奖8名、银奖18名、铜奖30名及最佳人气奖1

名。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疫情原因，汝州方面没有参加

这项赛事。

韩春晓代表第六届承办城市发言时说，1957年，周

恩来总理作出恢复汝窑的指示以后，汝州致力于汝窑

烧造技艺的发掘和研究，现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3人，

省级大师40多人，汝瓷烧制技艺传承人122人。

韩春晓说，近年来，汝州市坚持把汝瓷文化产业发

展作为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实现发展动能转换的

重要抓手，先后规划建设了中国汝瓷小镇、汝瓷文化产

业园、汝瓷博物馆、汝瓷会展中心、汝瓷大师园等项

目。“CHINA·中国”陶瓷艺术设计大赛是一个国际性

交流平台，是展示优秀陶瓷作品的窗口，弘扬传统文

化的重要途径。第六届“CHINA·中国”陶瓷艺术设计

大赛将在汝州举办，是汝州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件大

事和喜事，既是一份光荣、更是一份责任，我们将传承

和发扬历届大赛的优秀传统，扎实细致做好各项筹备

工作，努力将第六届“CHINA·中国”陶瓷艺术设计大

赛办成全民共享、精彩卓越、具有汝州特色的陶瓷盛

会。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郭俊涛）记者11月3

日从天瑞集团获悉，由天瑞集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选

送的“天信工业互联网平台智慧矿山一体化解决方案”

项目，在第三届中国工业互联网大赛·青岛站上荣获原

材料新锐组一等奖，并将与装备制造领军组一等奖“轨

道交通智能管控平台”项目、原材料领军组一等奖“工

业互联网数据生态设计研发平台”项目，作为青岛站代

表参加全国半决赛。

第三届中国工业互联网大赛，由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省人民政府联

合主办。大赛聚焦数字化转型的核心需求和关键场

景，面向原材料、装备、消费品、电子、能源、建筑等行

业领域，遴选一批优秀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推动技

术突破、模式创新与工业需求相结合，加速工业知识经

验沉淀与复制推广，以应用价值牵引工业互联网快速

发展。

本届大赛自启动以来，吸引了来自全国30个省市

的1942支团队报名参赛，角逐装备制造领军组、原材

料领军组、原材料新锐组三个大项的一、二、三等奖和

提名奖。10月27日，在2021世界工业互联网产业大

会上，举行了第三届中国工业互联网大赛·青岛站颁奖

典礼。

天瑞集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建设的天信

工业互联网平台，面向建材行业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

和生产云、设备云、矿山云和物流云等六大服务，2021

年4月被正式认定为河南省首批行业工业互联网平

台。矿山云中的“智慧矿山一体化解决方案”，主要面

向露天非煤矿山一体化运营管理，通过管理对象的全

联接、数据的全融合，实现矿山运营可视、可管、可控，

打造安全、智能、高效的运营模式，解决了传统矿山管

理粗放、跑冒滴漏严重、安全监管难、用工难等行业共

性管理问题，同时解决了系统不通、数据不通、设备不

通、数据应用难等的行业共性技术问题。

东大居委会见义勇为联络点
见义勇为主题广场

第六届“CHINA·中国”陶瓷
艺术设计大赛明年花开汝州

第三届中国工业互联网大赛·
青岛站收官

天瑞集团智慧矿山一体化
解决方案获一等奖

颁奖现场 石晓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