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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 11日，平顶山市生态环

境局汝州分局组织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

运维单位负责人、相关技术人员，召开污

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运维工作专题会议，

对严格规范运维单位管理、提升运维质

量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杭高博）

本报讯 3月 11日，应河南博物

院邀请，《汝瓷国家标准》主要起草

人、弘宝汝瓷创始人范随州以《“藏”

着的美——汝瓷的美学解析》主题，

为广大汝瓷爱好者带来了一场精彩

的汝瓷美学课分享。

范随州，高级工艺美术师，从事

汝瓷烧制技艺理论与实践 30余年，

先后被授予中国陶瓷工艺大师、河南

省工艺美术大师、非物质文化遗产

（汝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范随州说，近年来，随着《唐宫夜

宴》《只此青绿》等节目的先后“出

圈”，越来越多的年青一代对中国传

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认同

感。宋代“五大名窑”——汝、钧、

官、哥、定，无不体现着宋朝繁华

盛世的清澈素雅。而汝瓷作为五

大名窑之首，不仅是一种瓷器，已

成为中国陶瓷文化的一种象征，

其文化精神超越了时空的限定。

范随州引经据典，以汝瓷的

贵与美为听众展开了汝瓷的历史

画卷。

本次讲座线上线下同步进行，有

超过 1000 名的汝瓷文化爱好者参

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据了解，

2019年 11月，范随州曾应河南博物

院之邀，以《汝瓷的惊世价值》为主题

作了分享。（张晓
丹 文/图）

本报讯 为进一步做好大豆玉米带状

复合种植推广工作，3月9日，汝州市农业

农村局组织了2023年度大豆玉米带状复

合种植培训，向 69 个种植大户发放了

2023 年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实施方

案，与47个种植大户签订种植协议，协议

种植面积共计 18315 亩，种植大户姚俊

克、张龙水、孙书祥等分享了种植经验。

据悉，今年6月份前有意愿参加大豆

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项目的种植大户，请

到汝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科报名。

（樊沙沙）

本报讯 3月 10日，汝州技师学院与

中兴通讯（南京）有限责任公司举行校企

共建授牌仪式，双方将共建中兴通讯5G

人才培养基地，进一步强化校企合作，深

化产教研融合，拓宽育人渠道，提高通信

人才培养质量，共同推动校企协同育人

长效机制不断完善，为通信人才培养提

供校企优势支撑。

（郭营战 韩广磊）

本报讯 在“3·15”国际消费

者权益日即将到来之际，汝州市

市场监管局在汝州市静脉产业

园举行 2023 年“3·15”假冒伪

劣、过期商品集中销毁活动。

集中销毁活动坚持依法处

置、无害化处理、杜绝再流通原

则，共销毁假冒伪劣商品 40个

品种，货值合计3.5万余元。

（丁乐艺 文/图）

□平党申 张晓霞

“谢谢吴组长！这次我可

以安心回去上班了，我妈这几

天吃得好睡得好，好久没看到

她心情这么好了。”日前，汝州

市委第十一巡察村（社区）组组

长吴国强手机收到了一条微

信。

根据工作安排，2月 23日，

汝州市委第十一巡察村（社区）

组入驻夏店镇，对该镇河口村、

磨庄村、路庄村开展巡察。

2 月 25 日下午，吴国强在

河口村入户走访时，接到该村

群众陈形彬反映本村村民陈某

和与他家在河口村竹林沟的承

包地纠纷问题。

陈形彬和陈某和两家的土

地相邻，均出租给该村石灰窑

厂建地磅使用。2021年，石灰

窑关停后对该地块进行了复

耕，复耕后邻居陈某和耕种时

强占了陈形彬家的部分地。因

为此事，陈形彬年近八旬的母

亲胸痛、胃病复发。因陈形彬

是家中独子，且父亲已经离世，

远在吉林市中心医院工作的陈

形彬只得请假回来专门处理此

事，但多次与陈某和协商无果，

情绪比较激动。

汝州市委第十一巡察村

（社区）组对此事高度重视，于

2月 26日召开会议，一方面下

发立行立改建议书，要求夏店

镇党委限期解决，并举一反

三，全面排查；另一方面通知

河口村党支部召开组织生活

会，巡察组全程参与，通过开

展对照查摆、批评与自我批

评，进一步提升村党支部的服

务意识。

根据巡察意见，夏店镇党

委立即组成整改工作专班，多

次实地查看纠纷地域现状，经

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陈某

和终于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做

法，同意立即退还侵占陈形彬

家的土地，陈形彬家的地收回

了，其母亲的心病也好了，因

此也有了开头一幕。

本报讯 3 月 8 日上午，在

汝州市陵头镇信访办二楼调解

室，陵头镇孟庄村 7组村民杨

殿吉、郭俊豪分别在协议书上

签名并按下手印，一桩持续近

一年的纠纷就此化解。

2月 24日，汝州市委第十

巡察村（社区）组进驻陵头镇，

在孟庄村入户走访时发现，杨

殿吉因扩建养殖大棚占用村民

生产道路，造成鸡棚后面郭俊豪

家的责任田农机无法进入作业，

且鸡场排出的污物堆积在郭家

的祖坟附近，郭家人对此非常不

满，杨、郭两家因此争吵不断。

对于此事，自 2022 年 6月

份开始，孟庄村党支部书记宋新

国和村“两委”多次调解，但问题

始终未得到解决。第十巡察组

组长张军鹏了解情况后，立即到

现场查看，并多次和双方当事人

明理说情，最终，双方达成协议。

张军鹏表示，村（社区）巡

察不但要发现问题，更要推动

问题的解决，在为民办实事的

过程中践行初心和使命。

（郑傲磊）

本报讯 汝州市委第二十二

巡察村（社区）组在焦村镇工作

时，为邢村、段村解决了农田灌

溉问题。

2月下旬，巡察组在邢村马

道自然村走访入户时得知，有二

三百亩农田无法灌溉，其原因是

机井存在接线故障。在段村，

由于东西两条水渠到不了所

属的一个自然村，因此村民在

灌溉农田时将流经此地的水

渠扒开，让水顺着主街道流至

自家农田。

了解情况后，第二十二巡

察村（社区）组组长陈玉红立即

与水利部门协调联系，3月 12

日，水渠修复施工队已进场施

工。

陈红玉说，村（社区）巡察

工作，就是要让群众的生活过

得更舒心。 （王晓东 王召霞）

本报讯 日前，汝州市委第

二十一巡察村（社区）组进驻洗

耳河街道办事处，对刘庄社区、

十里村、上河村等三个村（社

区）开展巡察。

组长张振朝说，开展巡察

村（社区）工作是对村级党组织

进行政治体检、全面监督，要紧

紧围绕聚焦基层贯彻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情

况，聚焦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和不

正之风，聚焦基层党组织软弱涣

散等问题，把制约和阻碍村（社

区）发展的因素找出来，解决掉。

汝州市委第七巡察村（社

区）督导组组长李俊涛说，要

坚持使命引领，切实提升政治

站位，充分认识巡察村（社区）

工作的意义，真正把问题解决

在基层，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王淑敏 丁亚伟）

本报讯本报讯 日前日前，，汝州市委第汝州市委第

二巡察村二巡察村（（社区社区））组进驻蟒川组进驻蟒川

镇镇，，对英张村对英张村、、严和店村严和店村、、滕口滕口

村开展巡察村开展巡察。。

组长张俊峰说组长张俊峰说，，巡察组将巡察组将

通过听工作汇报通过听工作汇报、、组织座谈组织座谈、、走走

访群众访群众、、明察暗访明察暗访、、查阅相关资查阅相关资

料等方式料等方式，，紧紧围绕紧紧围绕““三个聚三个聚

焦焦”，”，把制约和阻碍村把制约和阻碍村（（社区社区））稳稳

定发展的因素找出来定发展的因素找出来，，并推动并推动

解决好解决好、、发展好发展好。。

汝州市委第一巡察村汝州市委第一巡察村（（社社

区区））督查指导组组长吴占奇说督查指导组组长吴占奇说，，

巡察村巡察村（（社区社区））工作是政治巡工作是政治巡

察察，，要通过巡察组的进驻要通过巡察组的进驻，，广泛广泛

打开群众诉求渠道打开群众诉求渠道，，认真听取认真听取

群众心声群众心声，，推动解决群众反映推动解决群众反映

的所思所盼问题的所思所盼问题。。 （（马鹏亮马鹏亮））

汝州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培训

汝州市加强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运维单位管理

汝州技师学院与中兴通讯共建5G人才培养基地

33月月1313日日，，汝州市寄料镇石梯汝州市寄料镇石梯
村村民正在麦地里打药村村民正在麦地里打药。。张鸿飞张鸿飞 摄摄

3月10日，汝州市应急管理局开展森
林防火工具操作技能培训。 高素会 摄

3月 10日，汝州市夏店镇举办消
防车使用知识教学培训。 平党申 摄

汝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强对旅游公路汝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强对旅游公路
靳马线靳马线、、温李线清洁保障力度温李线清洁保障力度，，打造畅打造畅、、
舒舒、、美美、、安的通行环境安的通行环境。。仝霖仝霖 尚自秋尚自秋 摄摄

33月月1010日日，，汝州市人民法院汝州市人民法院
员额法官到市一高为师生上法治员额法官到市一高为师生上法治
课课，，发放发放《《民法典民法典》《》《送法进校园送法进校园》》
等普法宣传资料等普法宣传资料。。 宋佳宋佳 摄摄

33月月99日日，，汝州市普法办常务副主任汝州市普法办常务副主任
尚俊卿为大山实验学校的学生上了一堂尚俊卿为大山实验学校的学生上了一堂
法治课法治课。。 许艳芳许艳芳 摄摄

33月月88日日，，汝州市财政局组织汝州市财政局组织5050多名女同志来到革命老区大峪镇感受乡村振兴发展硕果多名女同志来到革命老区大峪镇感受乡村振兴发展硕果。。杨书华杨书华 李晓品李晓品 摄摄

汝州 集中无害化处理假冒伪劣过期商品

鸡棚和排出物问题得到解决

巡察为民解决农田灌溉问题

汝州市委第二十一巡察村（社区）组进驻洗耳河街道

汝州市委第二巡察村（社区）组进驻蟒川镇

范随州应邀到河南博物院讲汝瓷美学

范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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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察化解纠纷巡察化解纠纷 邻里消除积怨邻里消除积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