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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情民意

本报记者 赵改玲

云台山美景 4 次上央视，神
农山云海受到海内外游客的点
赞，紧急救助因高血压晕倒的老
人，连夜搜寻找到与家人失散的
山东13岁男孩……国庆期间，我
市的美景受到无数人的追捧，景
区的真诚服务更是引来无数人点
赞。“焦作是我旅游时到过的最美
的城市！”一名外地游客的话道出
了无数人的心声。

太极圣地，山水焦作。得天
独厚的旅游资源，让国庆期间的
焦作成为很多人旅游的首选地。
仅10月5日一天，我市就接待游客
30.73万人次。其中，云台山接待
游客7.19万人次，青天河接待游客
2.93万人次，神农山接待游客0.75
万人次，陈家沟接待游客1.31万人
次，莫沟村接待游客1.18万人次。

云台山景区是焦作旅游的头
牌，早已名闻海内外。国庆假期
里，“智能云台山”管理系统，更
是让她的魅力指数跃上新台阶。

秋日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碧
空如洗、白云舒卷、青山如画，
让无数游客在云台山游连忘返。

秋雨过后，云台山处处溪流潺
潺、水声淙淙，多了几分柔美和诗
意。流动的云海更是让不少游客陶
醉其中，惊呼自己成了“仙人”。

神农山也在国庆假期展露出
自己最美的芳容。尤其是雨后的
壮观云海，更是让龙脊长城“神
龙见首不见尾”，多了虚无缥缈之
感，引人遐思，让人惊叹造物主
的神奇。

国庆期间，青天河景区推出
的“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
为祖国歌唱”系列庆典及惠民活
动，让游客在欣赏大美风光的同
时感受到祖国的伟大，爱国之情

更加浓烈。
陈家沟、嘉应观、焦作影视城、

森林动物园、“老家莫沟”……在国
庆假期里同样迎来了络绎不绝的
游客。焦作深厚的文化底蕴，让
游客在太极文化、黄河文化的滋
养中获得了丰富的旅游体验。

最美的何止是景区？焦作市区
的新颜，同样让不少外地游客惊
叹。花园街、新华街、瑞丰路……
很多外地游客在这里看到了煤矿
开采业在焦作留下的诸多印记，
丰富的工业遗存让他们仿佛触摸
到了焦作的城市记忆。“主干道宽
敞平坦，两旁的绿化明显经过精心
规划，不少小巷和胡同都有自己的
显著特色，很有看头。想不到焦作
市区这些年的变化这么大！”一名
来自江苏的游客感叹道。

景美，还须人美。国庆期
间，焦作人的贴心、热心、用
心，更是让不少外地游客收获了

满满的感动。
10月2日，一位67岁的老人

在云台山景区突然浑身发抖后晕
倒。开辟绿色通道，工作人员将老
人抬到空旷的地方。经医务人员检
查，老人为高血压。经过治疗，病
情有所缓解。随后，景区派救护车
将老人及其家人送回宾馆。

河北廊坊牌照的私家车未熄
火，车内放有贵重物品，云台山
景区保安赵云涛立即上报，景区
负责人安排专人看守，守候了近
11个小时，直到游客返回。

山东泰安的13岁男孩和家人
在红石峡走散，工作人员调取监
控视频，连夜搜寻，8 个多小时
后终于找到小男孩。听到小男孩
的家人感激的话语、看到他们脸
上的笑容，工作人员的疲惫感一
扫而光。

神农山景区工作人员帮平顶
山游客换车胎，使得游客顺利返

程……贴心的服务让游客感动不
已。

一幕幕、一桩桩，都是焦作
人向外地游客交出的完美答卷。

“这是我旅游时第一次享受到
这样的‘VIP’服务，说明焦作人
在旅游上下了真功夫！”来自陕西的
游客“空山鸟语”在网络上留言。

“焦作景美，人更美！这是一
个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地方！”黑龙
江游客“黑土”在游客留言簿上
写下这样的话。

持续推进“四城联创”，焦作
会越来越美丽！精心打造“好人
之城”，焦作会越来越动人！

让来过的游客还想再来，让
没来的游客一心想来。这就是大
美焦作的魅力所在！

景美人美的焦作让人点赞不已
本报记者 朱颖江

今年国庆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国庆期间，我
市沿街商场、店铺都挂满了五
星红旗，市民脸上写满了自
豪。国庆节当天，记者走上街
头，感受大家喜悦的心情，倾
听来自不同年代的人，对新中
国的祝福。

10 月 1 日 8 时许，家住市
普济路翠园小区的刘国庆和妻
子，带着刚刚 2 岁的小孙子来
到解放路新亚商厦门口，老少
二代人占据了过街天桥的最佳
位置，等着观看新亚商厦的升
旗仪式。刘国庆说，他出生于
1955年10月1日，每年的10月
1 日，新中国过大生日，他过
小生日。他和新中国同生日，
幸运又幸福。

近些年的国庆节，刘国庆
都会到新亚商厦看升旗仪式。
他认为，这样过生日才更有意
义。今年国庆节，刘国庆和妻
子特意带着孙子出门看升旗。
他说：“我非常重视孩子的爱国
主义教育，我的孩子上大学的时
候就入了党，参加工作后年年都
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现在，我
要好好培养孙子，让他从小受到
熏陶。”

9 时，五星红旗在国歌声
中冉冉升起。刘国庆拿着孙子
的小手，和孙子一起敬礼。升
旗仪式结束后，刘国庆祝福新
中国繁荣富强。

市民张智出生于 1969 年。
今年国庆节，他特意跑到家电

超市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年阅兵式。张智说：

“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我可不
能错过。家里也有电视，但是太
小。来商场看电视，就是想找身
临其境、振奋人心的感觉。”

“年轻时没有当兵是这辈子
的遗憾，祝福新中国越来越强
大。”张智说。

穆怀斌今年48岁，虽然退
伍已经20多年了，但看到阅兵
场上受阅方队整齐划一、步履
铿锵，他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穆怀斌说：“阅兵式展现了国家
高精尖的军事力量和军事装
备，作为一名老兵，我感到非
常自豪。祖国母亲，你是我的
骄傲，祝福您繁荣富强。”

王涵出生于2012年，今年
刚刚7岁。10月1日，他参加学
校组织的文艺会演，和小朋友们
一起唱《我和我的祖国》。表演
结束后，小朋友们一起高呼“祖
国母亲，我爱您！”王涵的妈妈
发朋友圈记录这美好的一刻。

王涵的节目结束后，在爸
爸、妈妈的陪同下观看其他小
朋友的演出。突然，他扭头对爸
爸说：“爸爸，祝您生日快乐！”
王涵还煞有介事地问爸爸，您和
新中国一起过生日是不是很开
心？今天，全国的人都给你们
过生日，您是最幸福的人。

王涵的爸爸叫董国庆，生
于1987年10月1日。他说，能
和新中国同一天过生日，真的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他抱着
儿子，对着媳妇的手机镜头
说：“祝福新中国越来越好，也
祝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祖国母亲，我想对您说

10月7日，农历重阳
节。当天上午，在山阳区新
城街道墙南村文化广场上，
一场以弘扬山阳故城文化、
传承孝亲敬老美德为主题的
宴会——山阳故城第三届重
阳节孝亲敬老活动热闹举
行，全村300余名老人受邀
参加宴会，欢度重阳佳节。
图为中学生志愿者在给老人
戴寿星皇冠。

本报记者 马允安 摄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深入宣传国家语言文字法规政
策，积极引导幼儿、教师和家长树立科学的语言观，提高师幼讲
好普通话、运用文明用语的能力，国庆期间，市第二幼儿园组织
师生走进社区开展集中推普宣传活动。老师带领“小小推普员”
向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发放倡议书进行普通话宣传。通过活动，
让人人都知道要讲普通话，同时也培养了幼儿的交往能力和活泼
开朗的性格。 冯素玲 摄

本报讯（记者高新忠）为深
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切实解决好缴存职工
最急最忧最盼的住房公积金业务
问题和政策问题，9 月 29 日，市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召开业务梳
理研讨会，认真细致、逐条梳理
公积金业务，让业务办理流程更
便民、更惠民。

研讨会聚焦如何进一步开展

“放管服”，对各项业务进行重新
梳理，通过减环节、优流程、压
时限，从而实现让群众办理住房
公积金业务更便捷、更高效的目
标。

该中心党组书记、主任郜鹏
说，要以“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为契机，突出忠
诚 ， 切 实 提 高 政 治 站 位 。 以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为动力，突出担当，推进公积
金事业高质量发展。要高标准
要求每名职工，让公积金窗口
服务更优质；勇于开拓、保持
创新活力，让公积金事业发展
更精进。

会上，该中心各业务科室工
作人员围绕住房公积金审批事项

“放管服”目标，深入探讨和论证
了进一步简政放权优化流程的途

径和办法；对照公积金业务国家
标准和河南省“三级十同”标
准，对具体业务办理细节和流
程进行了逐条认真梳理，也对
进一步简化业务审批流程中遇
到的疑点、难点问题进行了深
入分析，并提出了各自的意见
和建议。

此次业务梳理研讨会，激发
了该中心党员干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担当精神和实干
精神，也进一步推动了思想大
解放。下一步，该中心将采取
切实可行的举措，进一步提高
住房公积金业务的办结效率，
缩短办结时限，为缴存职工办
理住房公积金业务提供更加优
质、方便、高效的服务，全力
打造住房公积金的“金字”服
务招牌。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召开业务梳理研讨会

本报讯（记者高新忠）近
日，记者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了解到，为做好住房公积
金贷款贴息工作，切实减轻低
收入职工家庭偿还住房公积金
贷款的压力，2019年度低收入
职工家庭住房公积金贷款贴息
工作自 10 月 1 日起开始申请、
10月31日截止，单笔当年最高
可获得贷款贴息4000元。

据介绍，凡是在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及各县 （市） 管
理部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且
已办理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的
职工，持有民政部门核发的焦
作市城市 （农村） 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金领取证或城市低收入
家庭的认定证明、经济适用房
准购证、家庭成员遭受重大突
发事件造成困难证明，均可申
请贷款贴息。

贷款贴息的计发标准为借
款人本人连续正常缴存住房公
积金的，按上年偿还住房公积
金贷款利息额的 50%计发；借
款人及配偶均连续正常缴存住

房公积金的，按上年偿还住房
公积金贷款利息额的 60%计
发，单笔当年贷款最高贴息限
额为4000元。申请人办理申请
业务时，须携带焦作市住房公
积金贷款贴息申请表；借款人
及配偶工作单位出具的薪资
证明 （无工作单位或无收入
来源的，由所居住社区或街
道审核盖章）；借款人及配偶
的身份证、军官证、婚姻关系
证明；民政部门核发的焦作市
城市 （农村） 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金领取证或城市低收入家
庭的认定证明；经济适用房
准购证、家庭成员遭受重大突
发事件造成困难证明；家庭唯
一住房证明等资料，均需留存
复印件一份，并提供原件以便
核对。

该中心将对贷款贴息申请
材料集中审核，并对符合条
件者进行公示。该中心将于
12 月 31 日前把贷款贴息资金
转入贴息对象的银行还贷账
户内。

2019年度公积金贷款贴息申请开始
单笔最高可获贷款贴息4000元

本报讯（记者高新忠） 近日，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党组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第一次集中学习研讨，围绕政治纪律、担
当作为、政治建设等问题，以党组集中学习、集
中自学、学习研讨等形式开展深入学习交流。

在集中学习环节，大家共同学习了习近平
总书记近期在河南考察调研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并一起学习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习近平关于“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摘编》 等资料，深刻
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
谛要义，深化对初心和使命的理解与认识。学
习期间，大家还一同重温了入党誓词，观看了
大型历史纪录片《初心永驻》。

该中心党组书记、主任郜鹏说，必须坚持
政治统领，扛牢使命担当。要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
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调研
河南重要讲话精神上来。要用心用情学习，领
会精神实质，开展好主题教育，切实把中央和省
委、市委关于主题教育的各项要求落到实处。要
重在结合实际、见诸行动，从群众最关心、最紧
迫、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入手，从老百姓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小事做起，不断满足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要掀起学习热潮，凝聚队伍共
识，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开展宣传阐释活动，使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河南重要讲话深入人心，
激发中心上下奋发作为的精神，引导广大党员
干部始终听党话、坚决跟党走。

随后，大家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依次
进行了研讨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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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高新忠） 9月27日下午，市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在三楼会议室上专题党课，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河南重要讲话精神。
该中心党组书记、主任郜鹏授课，中心班子成
员、各科室管理部负责人和全体党员参加了学习。

党课上，郜鹏带领大家一起回顾了习近平总
书记考察调研河南的行程和足迹，同时结合住
房公积金工作实际，与大家一起探讨了如何学
习、研讨和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郜鹏说，大家要紧密结合正在开展的“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自觉把公积金事业
的发展纳入全市工作大局，结合建设全面体现新
发展理念示范城市，确保今年年初公积金列入民
生工程的目标承诺兑现到位，让高质量发展的成
果惠及全市人民。要全面梳理住房公积金业务，
为缴存职工提供更高效、更便捷的优质服务，不
断增加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同
时，要强化政治担当，把帮扶工作做扎实，如期
完成中心承担的帮扶村脱贫致富工作。

课后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更加饱满的政治热
情、更加科学的思路开展工作，用更加朴实的
工作作风致力打造“精致城市、品质焦作”，向
广大缴存职工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让全市人民
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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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高新忠） 近
日，记者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了解到，9月23日，我市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正式直连全国住
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平台，做
到了中心核心业务系统与平台无
缝对接。

为更好地服务广大缴存职
工，进一步提高异地转移接续业

务的办理效率，该中心积极改造
业务系统，反复测试直连业务的
准确性，近日成功通过住建部审
核，与全国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
接续平台进行直连。

据介绍，今后我市缴存职工
在办理公积金业务时，职工数据
异地转移与资金支付可以“账随
人走，钱随账走”，缴存职工办

理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业务更加
便捷，实现了住房公积金全国漫
游。此举改变了以往使用住建部
web客户端办理异地转移接续业
务的情况，实现了职工数据异地
转移与资金支付实时操作，减少
了人工操作及审核步骤，优化了
办理流程，缩短了办理周期，提
升了服务效率。

直连全国异地转移接续平台
我市实现住房公积金全国漫游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丰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进一步激发工作人员的爱国
爱岗情怀，9月30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组织工作人员集体观看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一起见证
新中国的繁荣昌盛。图为该中心工作人员观看电影后合影留念。 朗 昆 摄

本报讯（通讯员史小太） 为
进一步加强学校消防安全工作，
近日，修武县教体局和县消防大
队联合在周庄中学召开了中小学
校消防演练和技能培训观摩会，
并指导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和应急
疏散演练活动。

当日 9 时 50 分，校园传出一

阵急促的锣声，拉开了模拟火灾
现场逃生演练的帷幕。各班同学
在班主任和上课教师的引导下，
列队弯着腰、用手绢或衣物捂着
口鼻，按照演练预案指定的疏散
路线和安全出口，有序从教学楼
各教室向旗台广场撤离。

紧接着，该县消防大队授课

员结合多起校园火灾案例，生动
地向师生和其他参加观摩的外校人
员讲述了火灾给师生工作、学习、
生活带来的严重危害，从各类消防
器材和消防服装的用途、使用方法
到一旦发生火情和火灾如何妥善应
对作了详细的说明。最后，消防车
现场进行了喷水灭火演示。⑧

修武县召开中小学消防演练和技能培训观摩会
国庆节前夕，省消

防协会教官刘正科在给
市民馨苑小区居民讲授
消防知识课。为了增强
居民的消防安全意识，
市房产管理中心焦东房
管所特邀省消防协会教
官到市民馨苑小区讲授
了消防安全在人们生活
中的重要性。本报记
者 刘金元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