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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阳 城
JIAOZUO DAILY

农历腊月二十五，我大姐冒着雨雪从武
陟老家赶来，给我送来了一大兜甜麻糖、蜜
食。甜麻糖哪里都有卖不稀罕，只是蜜食极
少见，这是母亲每年必做的甜点之一，已经
很多年没吃过蜜食，此时的突然出现，一下
子让我想起了母亲，想起儿时的年。

小时候，我们一家七口人住在福利巷的
一座平房里，那时，只有父亲一个人上班，
家里孩子多，日子过得极为清苦。但过了农
历腊八之后，我们几个孩子都掰着手指头数
着日子盼过年。那时盼望过年不仅仅是为了
吃好吃的、穿新衣裳，我还喜欢跟着母亲去
买年画，最初只有新华书店有卖的，每张年
画上都有编号，精心挑选后，我会跑到柜台
处，扯着嗓子喊，三号，六号，十九号，给
我拿画的那个漂亮女子，皮肤白嫩，梳两条
长辫子，柳叶眉，杏眼，樱桃小口。那是我
小时候见过最美的美人。只可惜，后来再去
买，再也找不到她了。只见她将画小心地卷
好，声音极细极轻。母亲在柜台缴钱，我拿
画。每年我们家都要买骑在鲤鱼上的胖娃
娃，母亲想让我们几个孩子都能像年画一样
骑着鲤鱼过龙门，有个好前程。再大些我就
自己去买，还买过一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
年画，贴在我床边的墙上。那时，我只是喜
欢看美丽的杜十娘，就像喜欢书店里的那个
美女子一样。躺在床上读着画作下边的内容
介绍，感慨万千。后来在同学家借来《警世
通言》读，才知道这是明代通俗小说家冯梦
龙写的小说。从看年画开始，我内心起了波
澜，又读了原作后，便想将来我要能写出一
篇这样传世的小说该多好啊！从那时起我就
爱上了写作。买完年画后，母亲还会派哥哥
去野外撇冬青枝，然后买来红蜡烛，点燃后
让蜡油均匀地滴在鸡蛋壳上，把鸡蛋壳放在
水盆里，一瓣瓣红花就这样盛开了，把蜡花
插在冬青枝上，简陋的堂屋立马充满了喜
气。母亲做好插花后，她手巧，还会剪窗
花，她剪喜鹊登枝，剪踏雪寻梅，剪福，剪
春，剪二龙戏珠。剪好后贴到我们家简陋的
窗户上，立马就现春光了。母亲做完这些
后，父亲就开始写春联了，他写的是传家有
道惟存厚，处世无奇但率真，还写忠厚传家
久，诗书继世长。他还写出门见喜，还在面
缸上写五谷丰登，水缸上写川流不息，写满
院春光。

农历腊月二十九，母亲会在院子里生起
地火，她给我们炸焦叶、甜麻糖、素丸子、
蜜食吃。蜜食的做法比较麻烦，母亲把买来
的柿饼切成碎粒粒，蒸了红薯，去皮后捣成
红薯泥和在面里，怕不甜还要放一些白糖，
然后用和好的白面擀一张圆饼，第二层铺一
层加了柿饼、红薯和糖的玉米面，像卷油卷
一样卷成长条，弯成个“几”字形，然后用
筷子一夹一朵梅花就出来了；炸焦叶时，母
亲把一锅排擀好的焦叶一个个放进油锅里，
便听油锅里“呲”一声，热油立马闪身让
道，焦叶在锅底一打滚儿，迅速膨胀起来，
然后金黄出锅。那时的日子虽然穷，但骨子
里也不失一丝精致。

除夕的早晨，天格外冷，冰天雪地的，
母亲会焯一大盆白萝卜片，她用笼布包着挤
水分，一会儿手指头冻得就像胖胖的胡萝卜
了。不喜欢剁葱，我的泪腺一向丰富，一边
剁葱，一边被呛得梨花一片春带雨。那时的
饺子肉少、萝卜多，但母亲包得小而精致。
我常常是一口一个饺子，吃一个饺子喝一口
汤，这年过得温馨又甜蜜。夜晚我们几个孩
子比着不睡觉，嚷嚷着守岁，那时还没有电
视机，我们就瞎胡聊天，哥哥说，长大后他
的理想就是娶个卖肉的媳妇，那样的话他就
可以天天吃肉，我笑他没出息。但他问我长
大后干什么，我脱口而出去甜食店卖点心，
我从小就喜欢那种精致的、花花绿绿的甜
点。说完我们都笑了，原来我们那时全都胸
无大志啊！终究是熬不到天亮，我们就各自
睡去了，在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中醒来，就能
在枕头底下摸出一毛或两毛崭新的、割耳朵
票的压岁钱了，那种窃喜，那种惊喜，感觉
自己是天底下最大的富翁了。只可惜那种富
足感长大后再也没有过了。

初一早上的饺子是放钱的，只有一个饺
子里有一分钱，谁吃到了，谁就是全家最有
福气的人。我们吃饺子时总是眼睛瞪得很
大，渴望幸福降临。可是往往都是哥哥吃
到，他说他的手上有九斗一簸箕，天生有
福。吃完饺子，来我家拜年的人就接连不断
了，先是左邻，后是右舍，继而是住在附近
的我们老乡一大家子涌进门来，一进门，国
梁、国柱、国勇以及国梁姑姑家的小三、小
四五个孩子扑扑通通跪倒一片，头磕得如同
山响。父母赶紧将花花绿绿的糖果往他们口
袋里塞，大人们聊着天，孩子们早就跑到下
一家去了。那时磕头不给压岁钱，我们在胡
同里转一圈，回家后会掏出磕头挣来的各种
糖果、柿饼、花生、核桃、橘红糕。住在我
们家西头的长林家生活殷实、富裕，他家买
的糖果最好吃，花鲤家的柿饼最甜，玉秀家
的橘红糕最香。

然而一转眼间，父母和大哥已经走了多
年，但每到过年团圆时，我们总会想起他
们，如见到蜜食就像见到了母亲一样。我过
去住过的地方福利巷依然在，但很多老人都
已作古，现在在胡同里走动的大多数是新
人，或者他们家的孩子们。物是人非，唯有
光阴可以无限延续……

我想今年过年我要像父亲一样在我们家
的面瓮上写上五谷丰登，在小院里写上满院
春光，在大门口的墙上写出门见喜，让我的
孩子一出门就能看到吉祥。不管日子是丰是
歉，我们都该将一种传统、一种心劲、一种
暖意、一分温暖延续，让日子红红火火，让
日子有一个盼头。

一直喜欢过年，喜欢团圆，喜欢对自己
道一声过年好！对所有的亲人、朋友道一声过
年好！对帮助过我的贵人以及山川河流都道
一声过年好！借过年的喜气，给自己立一个新
的目标，让自己日日新苟日新，让年永远充满
红春联、红蜡花、红窗花的喜庆，让橘红糕、甜
麻糖、蜜食永远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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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三版）石灰石矿山距厂区北侧2公
里，面积 3000 余亩，年设计采剥能力 380
万吨，在开采方式上，采用了组合台段开
采及中深孔毫秒微差松动爆破技术，实行
湿式凿岩作业，并配套年产60万吨石料厂
用来处理采剥废石用作水泥混合材。

2.经调查，千业水泥采用五级悬浮预
热器窑外分解干法水泥生产工艺，原燃材
料均建有密闭的均化堆场，原料输送过程
采用密闭皮带输送方式，生产线在中控室
通过DCS系统控制。生产水泥所用原料除
石灰石、燃料原煤以外主要是电厂粉煤
灰、锅炉炉渣、脱硫石膏以及河道淤沙等
工业废渣、废料，所用燃料煤为焦煤集团
生产的低硫无烟煤。千业水泥水泥窑出窑
低温热能废气除满足水泥生产过程的燃煤
和原料烘干外，还建设了2套各9兆瓦的水
泥窑纯低温余热发电系统，利用水泥窑废
气热焓发电。千业水泥水泥熟料窑窑头、
窑尾、水泥磨机、水泥料仓等均安装了袋
式除尘器，大中型风机安装有消音器，水
泥熟料生产线已完成脱硝除尘超低排放改
造。目前，该公司熟料窑、水泥磨均安装
有烟气在线监控设施。该公司为减少道路
扬尘污染，已购置3台洒水车和1台洗扫车
对生产厂区、运输道路进行洗扫抑尘作
业。千业水泥矿山开采采用水袋堵塞低尘
爆破新技术，已对矿山石料厂筛分平台、
成品堆场进行硬化。对破碎下料口、筛分
及输送皮带进行棚化，并在成品堆场建设
了钢化堆料棚，矿区出口处安装车辆冲洗
装置，已对矿区运输道路进行硬化，目前
已 完 成 矿 山 采 区 385m、 370m、 355m、
340m、325m等5个安全清扫平台、废石堆
场及永久运矿路的绿化，已建设1套矿山
生产区供水喷淋抑尘系统。根据有资质第
三方出具的环境监测报告，千业水泥熟料
生产线污染物排放能够达到超低排放限值

要求，水泥磨、包装车间、料仓、
矿山破碎筛分工段均能满足污染物
排放标准，厂界无组织排放、厂界

噪声均能满足污染物排放标准。
根据以上调查情况，信访举报件所称

“千业水泥对焦作市北山山门河以西（含山
门河）破坏严重”情况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马村区环保局根据群众反映情况，已

对千业水泥下达 《监察通知》（马环监
〔2018〕 30号），要求该公司确保污染治理
设施正常运行，严格按照绿色矿山建设，
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各类污染物的排放。目
前，千业水泥各项污染治理设施均运行正
常，污染物能够稳定达标排放。

问责情况：无。
六、焦作市山阳区
受理编号：JZX20181106036* （该案

件由马村区和山阳区分别办理）
反映情况:焦作市北山山门河以西（含

山门河） 破坏严重，罪魁祸首当数千业水
泥厂和白水泥厂，希望督察组协调解决
（个人信息不公开）。

调查核实情况:
（一） 关于“焦作市北山山门河以西

（含山门河）破坏严重”的问题。
山阳辖区的北部山区建筑用石灰岩资

源丰富，辖区村民有开山采石传统，多年
低端无序开采对北部山区生态环境造成了
破坏。2016年6月份以来，山阳区贯彻落
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北山治理的重要部
署，对辖区内北山地带进行了整治，私采
乱挖现象从根本上得到了遏制，生态环境
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善。一是投入资金 300
余万元，出动机械车3000余台次，组织人
员2000余人，关闭5处采矿许可证到期的
矿山企业和5处非法开采点。二是开展生
态修复。关停后的矿山企业和开采点回填
新土6万余立方米，新挖树坑5430个，治
理面积达 310 亩。利用卢亮沟关闭矿山旧
址引入了户外出发营项目，既修复了山
体，也发展了旅游业。引入省政府矿山恢
复治理资金597.5万元，用于山阳区巡返石
料厂原厂址修复，现已完成勘察设计。投

资 1000 余万元，加大北部山区绿化力度，
封山植树800余亩，组织50余家单位、近
千名党员干部在南山路卢亮沟段种植白皮
松 2600 棵，紫薇 6200 棵，月季、红叶石
楠、竹子等30余亩等。三是加强监管。在
进山主要出入口设岗亭3个，安排专职保
安全天24小时值班。组织执法监管人员不
定时上山巡查，查处违法行为。

（二）关于“罪魁祸首当数千业水泥厂
和白水泥厂”的问题。

白水泥厂，全称为焦作市赛雪白水泥
有限公司，位于山门河以西，属山阳区管
辖，成立于2003年。按照《焦作市2013年
环境污染整治方案》要求，该公司拆除原
有生产设施，新建了500t/d新型干法回转
窑及配套水泥粉磨生产线，并配套建设了
污染防治设施。2016年，该公司委托河北
师大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现状环境影
响评估报告，并在山阳区人民政府网站公
示。该公司取得了焦作市环保局发放的排
污许可证，安装了烟气在线监控系统，对
排污情况进行实时监控，确保稳定达标排
放。该公司所用原料石材从外地购入，不
使用山阳辖区北部山区石料。

处理及整改情况：区政府责成区北山
治理办公室、山阳国土资源分局、区环保
局、中星街道办事处进一步加强巡查管
控，确保山阳区北山地带生态环境进一步
改善。

问责情况：无。
七、焦作市武陟县
受理编号：JZD20181106175
反映情况：焦作市武陟县龙源办事处

东仲许村廉租房小区西门口南侧有家养猪
场，气味难闻。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该举报属实。
举报件反映的养猪场位于武陟县龙源

办事处东仲许村廉租房小区西门附近，占
地约 0.9 亩，饲养户主付胜利，喂养 19 头
母猪，主要销售自产仔猪；另有3个畜禽
饲养户，分别是：李小三饲养户，占地约

1 亩，喂养 11 头母猪，主要销售自产仔
猪；屈永和饲养户，占地约2亩，3栋兔舍，
存栏兔4000只左右；屈永利饲养户，占地面
积约1亩，原存栏羊1只，已停止饲养。4个
畜禽饲养户于 2003 年前后开始饲养，饲养
规模较小，属散养户，当时远离村庄。廉租
户小区建成于 2010 年，由于城市建成区的
不断扩展，4个饲养户逐步纳入城区范围。

处理及整改情况：一是2018年11月10
日，武陟县城管局对4家饲养户下达了责
令 （限期） 改正通知书，要求其立即停止
饲养，2018年11月14日前对现有存栏畜禽
进行处理，逾期不处理的将依法予以没
收，2018年12月20日前彻底完成整改。二
是要求 4 家饲养户对饲养粪便进行处置，
最大程度减少对周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

问责情况：无。
八、焦作市解放区
受理编号：JZD20181106176
反映情况：解放区工业路十八中北边

路东有一个大胡同，往里一直走到中州机
械厂，厂的西门口有个大礼堂，从礼堂穿
过向北走有个蓝色玻璃瓦房，紧挨着瓦房
北边有个小门，门里堆有生活垃圾，气味
难闻。垃圾堆与28号居民楼一墙之隔。投
诉人称6号下午有人去现场处理，但垃圾
未被拉走，而是被推平，相关人员告知天
晴之后直接水泥覆盖。投诉人觉得对人体
有危害，对此结果不满意。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该举报情况基
本属实。

收到该举报件后，解放区立即组织焦
南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对该举报点进行现
场查看。经查，该处垃圾未清理完毕，雨
停后将继续清理。

处理及整改情况：2018 年 11 月 6 日，
由于天气原因，该举报地点的垃圾没有清
理完毕，导致群众再次投诉。11 月 7 日，
焦南街道办事处组织城建科工作人员对举
报地点进行了现场督导，要求清理人员必
须将该处垃圾全部清理完毕，不允许对垃

圾进行填埋覆盖处理。截至目前，该处垃
圾已清理完毕。下一步工作中，解放区将
加大检查频次，提高工作标准，防止生活
垃圾乱堆乱放现象再次产生。

问责情况：无。
九、焦作市沁阳市
受理编号：JZX20181106037
反映情况：沁阳市西万镇官庄屯村公

路西边紧靠公路省道有一个大型煤厂，占
地 800 亩，督察组检查时关停，离开后晚
上正常营业。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该举报反映的
问题属实。

近年来，我市西万镇煤炭市场综合整
治工作按照焦作市攻坚办和沁阳市煤炭市
场综合整治指挥部要求，分取缔类、整改
类和整改限期退出类三类进行集中整治。
一是取缔类。2016 年以来，共取缔近 200
家煤场，实现了断水、断电，清理生产设
备、原煤和成品煤。二是整改类。保留了
31家整改类煤场进行环保综合整治，通过
上级验收后才能正常生产。三是整改限期
退出类。保留了6家洗煤场作为整改限期
退出类煤场，也就是完成环保综合整治并
通过上级验收，在实现清洁生产的基础
上，允许其再生产经营一年时间，到期后
予以关闭或转产非煤行业。目前，整改类
和整改限期退出类煤场共37家，煤场正在
按照《焦作市经营性煤场综合整治深化方
案实施细则》进行全面整改，并已基本整
改结束，正在等待上级验收。

信访举报中所指的“一个大型煤厂”，
是指西万镇6家正在进行环保改造的整改
限期退出类煤场。对于整改限期退出类煤
场，目前正在按照《焦作市经营性煤场综
合整治深化方案实施细则》进行整改。按
上级要求在整改期间，允许企业清理存煤
进行环保改造 （按照焦作市验收标准，验
收之前必须清理场内存煤），允许其在安装
高效除尘器的情况下，在环评专家评估检
测时进行试车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有煤

炭运出销售和为评估检测而进行的生产是
允许的。举报的原因初步调查是因为周边
地区已取缔的煤场业主心生忌妒，同时对
整改限期退出类煤场的有关政策不了解而
致。同时，举报反映的“一家大型煤厂”
其实是6家洗煤场，占地也没有800亩那么
大，一共450余亩。

处理及整改情况：鉴于以上调查情
况，虽然举报不完全属实，但目前整改限
期退出类煤场尚未通过验收达标，确有必
要加强监管与督导，加快推进企业环保改
造，同时也可避免再次出现不必要的误解
和举报。为此，针对这6家企业采取了以
下监管措施：一是全面断电，督导改造。
对6家企业全面停电，确保其停止生产活
动，全部精力投入环保改造，迎接上级审
核验收。二是加强驻厂监管。在原有驻厂
监管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力量实行全天
24小时不间断监管。只允许整改限期退出
类煤场销售清理存煤，杜绝新购进原煤。
三是达标停产等待验收。待焦作市攻坚办
对整改限期退出类煤场验收达标之后，再
允许其进行生产，同时与6家整改限期退
出类煤场签订了承诺书，企业承诺验收之
后一年内逐步退出煤炭行业，实现关闭或
转型非煤产业。

追责情况：
鉴于信访举报造成的不良影响，沁阳

市西万镇政府再次召开煤炭市场综合整治
加压推进会，进一步明确相关部门工作职
责和目标，明确各煤场环保整改标准和时
限，并与该镇所有整治类煤场签订承诺
书，确保其改造期间不再出现违规生产等
行为。同时，加强日常巡查检查，发现违
规生产立即进行取缔，加压推进环保整改
工作。此外，对镇政府驻厂监管人员宋斌
进行批评教育，给予全镇通报批评，并对
官庄屯村环保网格长张四国给予诫勉谈
话，要求其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加大工作力度，强化监督措施，确
保煤炭市场尽快治理到位。

1 开场歌舞《中国喜事》 表演：张艺
兴、周冬雨、迪丽热巴、凤凰传奇

2 《我们都是追梦人》 表演：TF-
BOYS、景甜、江疏影、吴磊、秦岚

3 百家姓歌曲联唱 演唱：李玉刚、黄
渤、张一一、刘翔、孔令辉

4 歌曲+武术+舞蹈《功夫水袖》《文艺
男青年之歌》 表演：成龙、陈伟霆、邓
伦、成家班龙韵武艺团、河南塔沟武校

5 魔术+书画 《钟馗送猪福》 表演：
刘谦、孙杨、何雯娜、林跃平

6 小 品 《租 男 友 回 家 过 年》（四 川
话） 表演：谢娜、鞠婧祎

7 歌曲+篮球 《青春跃起来》 表演：
李易峰、朱一龙、姚明等

8 歌曲《今夜无眠》 演唱：费玉清
9 小品 《“儿子”来了》 表演：蔡

明、潘长江、乔杉、翟天临
10 歌曲《相思成语》 演唱：王菲
11 歌曲《和祖国在一起》 表演：韩

磊、雷佳
12 小品《办公室的故事》 表演：闫

妮、沈月、周一围
13 歌曲 《无畏的明天》 演唱：韩

雪、关晓彤、王嘉、魏大勋、台风少年团
14 歌曲 《任逍遥》 演唱：任贤齐、

周华健、杨臣刚、张靓颖
15 好运中国梦想成真 百度APP红包

互动
16 歌曲《妈，我回来啦》 演唱：林

志炫 （中国台湾）、容祖儿 （中国香港）、沙
宝亮、涵子

17 小品 《真假母女》 表演：贾玲、
张小斐、许君聪、何欢

18 歌曲《恰似你的温柔》 演唱：蔡

琴（中国台湾）、聂安仙其
19 歌曲 《妈妈的味道》 演唱：沙

溢、胡可
20 小品 《锦鲤少年》 表演：杜江、

张涵予、袁泉
21 相声《家风》 表演：岳云鹏、孙

越
22 《知否知否》《李清照》 演唱：冯

绍峰、申霏霏、惠若琪、刘璇、桂震宇、方
锦龙、廖勇、二十四桥明月夜民乐队

23 小品 《贴春联》 表演：郭冬临、
邵峰、黄小娟、李文启、十木吉等

24 歌曲 《映山红》《十送红军》 表
演：刘涛、黄晓明、吉克隽逸、郁可唯

25 朗诵《西江月·井冈山》《中国农民
丰收节赋》 表演：濮存昕、王雪纯、朱之
文、梁武钦、吕陈胜、况从军、蒋慕平、危
勇等

26 小品《站台》 表演：佟大为、杨
紫、孙茜、王自健、石靖怡等

27 歌舞 《嫦娥奔月》 表演：马德
华、邱佩宁、刘洋、颜丹晨、向佐、袁玉
涛、湖南嫦娥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艺术团、岳
阳新开镇嫦娥奔月遗址舞蹈团

28 春晚手气王 红包互动
29 歌曲 《遇见旗袍》 表演：张曼

玉、刘嘉玲、陈数、柳岩、苏州吴江旗袍小
镇艺术团

30 歌曲《牧羊辞》 演唱：孙俪、杨
幂、黄圣依、张芯、冯提莫、苏丹

31 歌曲 《向上》 演唱：罗静、大
雄、王石、潘石屹、张朝阳、杨坤、周琦

32 戏曲 《国泰民安》 演唱：小香
玉、舒锦霞、王子歌、孙霄磊、李多娜

33 歌曲《内蒙》 演唱：德德玛、腾

格尔、刘洋洋、云飞、李昊城、王丽坤
34 歌舞 《烟雨凤凰》 表演：叶文

智、叶润泽、阿朵、谢军、天下凤凰艺术团
35 口技 《自然之声》 表演：吉利、

张宇识
36 歌舞 《洪荒少年》《卡路里》 表

演：傅园慧、乐华七子、钱正昊、火箭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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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小品 《农村好声音》 表演：孙
涛、林永健、句号

38 歌舞 《湘女秀》 表演：彭海燕、
骆素美、李慧、范梅霞、段双燕、程维、朱
湘宜、刘思思、朱欣旭、李奕诺、刘朝、张
旭阳、周卫民、湖南湘女秀艺术团、郴州素
美志愿者协会艺术团

39 歌曲《天池南》 演唱：刘烨、白
宇、安与骑兵、旭日阳刚、沙慧、石头、王
培刚、吉林长白山讷殷古城艺术团

40 歌曲《雾凇》 演唱：杨宗纬、杨
颖、刘牧、张天爱、孙扬杰、刘嘉佳

41 小品《抢C位》 表演：沈腾、马
丽、艾伦、常远、魏翔

42 少数民族歌曲大联唱《阿佤人民唱
新歌》《马桑树儿搭灯台》《阿里郎》 表
演：阿云嘎、扎西平措、云南西盟佤部落民
族文化工作队、湖南武陵源黄龙洞烟雨张家
界艺术团、吉林延边金达莱歌舞团

43 歌曲 《地球是世界的奇迹》 演
唱：伍奕龙、贺小语

44 歌曲《不说再见》 表演：陈慧琳
45 歌舞 《难忘今宵》 表演：李谷

一、《直通春晚》《星光大道》优秀选手
（以上节目单仅供参考，最终完整节目单

及播放顺序以除夕春晚当天播出为准)

（上接第一版①）并要求县、乡
相关单位负责同志，时刻关心烈
士家属的生活，积极为他们排忧
解难。

又讯（记者杜玲） 昨日上
午，市委副书记刘涛、焦作军分
区副司令员张应龙到山阳区，看
望慰问了居住在我市的周恩来侄
儿周荣庆 （已故） 的妻子晋菊
清。

刘涛一行来到晋菊清老人
家，看到老人身体硬朗、精神矍铄
时，衷心祝福老人新春快乐、健康
长寿。刘涛握着老人的手说，周
恩来总理受到全国人民的敬重和
敬仰，总理的侄子和家人在焦作
默默生活了几十年，没有向组织
上提过任何要求，体现了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良好家风，也
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
优秀品质和博大胸怀，值得我们
每一个人学习，照顾好总理后人
家庭的生活，是我们应尽的职责。

（上接第一版②）市委考核组成员参加会议。
为高质量开好这次民主生活会，会前，市人大常

委会党组深入学习，广泛征求意见，找准突出问题，
开展诚恳的谈心谈话，要求认真撰写个人发言提纲，
为开好民主生活会作了充分准备。

会议传达了王小平在市委常委班子2018年度民主
生活会上的讲话精神，通报了市人大常委会党组2017
年度民主生活会、2018年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的
整改措施落实情况。随后，葛探宇代表市人大常委会
党组进行对照检查，并作个人对照检查，接受党组成
员的批评意见。其他党组成员逐一联系个人实际，查
摆自身存在的问题，并虚心听取大家的批评意见。

会议要求，要持续强化理论学习，以理论上的清
醒保证思想、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切实把党的领导
贯穿于人大依法履职的全过程，紧紧围绕市委决策部
署谋划人大工作，主动肩负新的历史使命；要强化宗
旨意识，坚持履职为民，扎实推进地方立法工作、切
实增强监督实效、科学决定重大事项、依法行使人事
任免权；持续改进作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常态化制度化，把从严治党要求贯穿到常委会工作各
个方面、各个环节，把作风建设不断引向深入，以优
良作风推动人大工作与时俱进，确保各项工作目标任
务圆满完成。

（上接第一版③） 通报了市政协党组班子
2017 年度民主生活会、2018 年巡视整改专
题民主生活会整改落实情况。杨娅辉代表市
政协党组班子进行对照检查，并与其他党组
成员逐一进行个人对照检查，以严格的标
准、严肃的气氛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查
摆问题、明确方向。

就巩固会议成果、抓好整改落实，杨娅辉
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政治理想信念，自觉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要进一步强化创新理论武装，真正将中
央、省、市有关会议精神学得深、用得活、干得
实。要进一步强化敢于斗争精神，弘扬焦裕
禄的韧劲和拼劲，弘扬南水北调焦作精神，坚
定“说了算、定了干，再大困难也不变”的理
念，自觉承担起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
政职责。要进一步强化民主集中制原则，坚
持“市委的工作部署到哪里，政协的工作就要
跟进到哪里”的工作理念，坚决服从市委的指
挥，听从市委的号召，强力助推市委工作。要
进一步强化廉洁从政意识，严格执行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及其实施细则，始终保持党员领
导干部干净担当的良好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