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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鲍捷 通讯员喻新军）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扎实
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深入
开展，9 月30 日上午，市审计局举行了“与
祖国同行”——全市审计系统从审从业30
周年纪念章颁发仪式，为全市审计系统122
名人员颁发了纪念章。市委主题教育第四
巡回指导组组长戚太明参加了会议，该局
副局长王庆宝主持颁发仪式。

颁发仪式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歌》声中拉开帷幕，大家首先聆听了诗
朗诵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
割》，观看了局党建宣传片《红色引擎发

力，审计先锋起航》。在颁发仪式上，派
驻纪检组长刘玉梅宣读了《焦作市审计局
关于颁发审计系统从审从业30周年纪念章
的决定》，会议为我市审计系统从审从业
30年的122名同志颁发纪念章。

从审人员寇国胜和从业人员荣静林作
代表发言。

市审计局党组书记、局长申文燕在颁
发仪式上强调，30 年，恪尽职守、敬业
奉献；30 年，本色不变，初心不改；30
年，峥嵘岁月，砥砺前行。这些同志贵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艰苦奋斗
中送走了青春岁月，为全市审计事业担

负责任、承受压力、分享喜悦、团结奋
进。他们朝夕相处、同甘共苦、风雨同
舟，在争先创优的征程中，努力拼搏、
奋发有为。全市审计系统先后取得了多
项荣誉，这些都是焦作审计人坚守初心
使命交出的亮丽答卷。30 多年来，这些
同志“一日从审，一心向审”“一日从
业，终身为业”，他们在履职尽责的道
路上，勇担使命、奋力前行，为全市经
济社会发展倾尽了汗水和智慧，焦作审
计人取得的丰硕成果与他们密不可分。
30 多年来，这些同志在成果和荣誉中沉
淀了青春岁月，芳华之年入审入业，经

历了使命的考验，见证了事业的进步，把
青丝变成了白发，积淀了丰富的经验和阅
历，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站在新的起
点，我们审计人，必须重整行装、再踏征
程，更加坚定初心、自觉承担使命，凝心聚
力推进系统党建工作，创建特色品牌；持
之以恒传播审计声音，扩大审计影响；久
久为功抓好审计项目打造，提升审计项
目质量，用拼搏与奋斗书写下新时代的
审计篇章，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向新
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颁发仪式在《歌唱祖国》的歌声中落
下帷幕。

市审计局举行从审从业30周年纪念章颁发仪式
全市审计系统122名人员获得

⬅市审计局党组书记、局长申文燕为从审从业30周年审计人员颁发纪念章。
本报记者 刘金元 摄

⬆⬆参加颁发仪式人员手持国旗齐声演唱《歌唱祖国》。
本报记者 刘金元 摄

本报讯（通讯员喻新军） 九九重阳节，
浓浓敬老情。10月6日上午，市审计局党组
书记、局长申文燕，副调研员靳军一行，冒
着秋雨深入中站区朱村街道西苑社区走访慰
问困难群众，及时为辖区老人及贫困家庭送
上过节需要的米、面、粮、油等生活用品。

每到一家，申文燕都与老人促膝交谈，
嘘寒问暖，不仅详细了解老人的身体健康状
况和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还细心嘱咐老人注

意保暖和饮食起居。
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活动结束

时，申文燕表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我们将继续尽自己所能，多开展
这样有意义的活动，让社区孤独、困难的老
人们感受到组织的温暖，感受到社会的关
爱，让社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为创建平
安和谐社会、平安和谐社区增添一分美丽色
彩，贡献审计力量。”

市审计局领导
慰问西苑社区困难群众

本报讯（通讯员喻新军） 为持续
推进和巩固市审计局在中站区龙翔街
道扶贫村——周窑村开展的“好儿子”

“好媳妇”和“好婆婆”系列评选活动，大
力弘扬中华民族尊老爱老传统美德，在
重阳佳节，市审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王庆宝带领市局扶贫工作队、基建中心
志愿者走访慰问了扶贫对象周窑村百
岁老人、老党员和困难老人。

走访慰问中，王庆宝和老人促膝
谈心，仔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
活状况，鼓励他们树立脱贫的信心和
决心，并为他们送上节日的祝福和慰
问品。

王庆宝说，下一步，市局将积极
做好帮扶工作，确保结对帮扶持续推
进，把群众身边的事办好、做实，让
群众满意。

市审计局
重阳节慰问帮扶老人

我和我的祖国像浪花一朵
和海的辽阔

我是海的赤子海是我永远
的依托

我分担着海的忧愁更分享
那海的欢乐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
分割

我的心紧贴着祖国的心窝
我的脉搏紧连着祖国的脉

搏

盘资金沉淀整专项之效是
我的职责

行督策之命保政令畅通是
我的职责

化风险之虑稳经济之根是
我的职责

奉天下大仁保民生利益是
我的职责

审社稷之安保基业长青
计民生之本促和谐安康
是我的荣光和执着

我曾经 想把自己婉约成
一位佳人

悄悄地低吟着在水一方
我曾经 想把自己深居成

一位隐士
悠悠地散步在岁月桃花源

里
我曾经 想把自己雅致成

一种温柔
静静地欣赏荷塘月色
我曾经 想把自己塑造成

那个庄子
默默地享受海天秋水
可是 我不能 我不能啊
因为 在水一方仍有惊涛

拍岸酸雨毒酶
因为 桃花源里树欲静而

风不止 迷路远近
因为 道德经上有人泼洒

污秽 上善非水
因为 忠诚和责任 时时

都在
拍打着我的双肩
警醒着我的双眼
叩击着我的灵魂

良心告诉我
比婉约更浪漫的是
舞动一把精灵剑 斩杀鬼

魅
忠诚告诉我
比温柔更美丽的是
唱响一曲巾帼歌 不让须

眉
道义告诉我
比桃花源更重要的是
跋涉于山涧溪水 看花护

林
责任告诉我
比庄子更伟岸的是
彰显一回男人劲 抖擞精

气神

于是 阵马风樯
正气一身镇乾坤
于是 踏石留印
铁脚一双催征急
于是 砥砺前行
慧眼一双辨伪真

忘不了 那一天
你在内控与管理的网格上

织锦
用法规编织经济秩序的经

纬
一套技术 巧妙地将政策

贯穿
忘不了 那一夜
你在明亮的灯光下
与谁谁谁促膝谈心

一番温情 悄悄地将坚冰
融穿

忘不了 那一段
你在廉租新房
耐心地丈量着长度宽度良

心和真相
一种淡定 从容地将阴谋

揭穿
忘不了 那一回
你在电子数据的迷宫中
竭力搜索着那些蛛丝马迹
一双慧眼 敏锐地将黑暗

洞穿
忘不了 那一阵
你在账簿、实物的时空中

穿越
破解着一串费解的密码
一串证据 狠狠地将欺诈

射穿
忘不了啊 那一刻
你在围攻和威胁的战场上
狙击手般地呵护着法律的

神圣与尊严
一种气质 凌然地将邪恶

击穿

曾记否 你长年在外审计
牙牙学语的幼子陌生得不

再喊妈
你泉涌般的泪水里
掺杂着多少心酸和惆怅
曾记否 一个多月没回家

的你
与孩子视频时的情景
一首《月满西楼》唱出了

多少人的眼泪
云中谁寄锦书来
妈妈回时月满西楼
曾记否 大雪弥漫 你拄

着拐杖
去访问民生资金的发放情

况
天地百姓都记住了你的模

样
天地无言立青松
审计有情护民生

是你 就是你啊
将忠诚的分量 记入底稿
将责任的分量 写入报告
将国家的分量 写入决定
将人民的分量 装在心

上！

审计人
你是太阳的使者
用阳光一般的鲜明与炽热
一次又一次 捍卫着政令

的庄严
气中生刚 骨中刻勇
你是月亮的使者
用月光一般的柔情
一次又一次 校正着资金

资产的迷茫
以柔克刚 化解险情
你是大海的使者
用正义的涛声
一次又一次默默躬耕激浊

扬清
涛声依旧，玉树临风
你是天地的使者啊
用智慧和责任
一次又一次地呵护着祖国

的水绿山青
初心如磐 不辱使命！

我是祖国大海里的浪花一
朵

我是民族复兴梦里的分子
一个

我是祖国蓝天下的啄木小
鸟

我是中国富强梦里的分子
一个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
分割

我用我的真情
呵护着祖国的每一寸肌肤

每一个细胞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

分割
我用我的忠诚
捍卫着祖国河川的本色基

业的巍峨
心与共 爱相融
梦梦醒醒醒里梦
审计人 你生命的每一根

纤维
生来就编织在祖国富强的

坐标之上
你灵魂的每一根神经
与人民安康和祖国昌盛
与生俱来、与形俱荣！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范景致

编者按 9 月 30 日，
在“与祖国同行”——全
市审计系统从审从业 30
周年纪念章颁发仪式上，
由市审计局范景致创作，
聂蕊、蔡金帅、肖晓、刘
洋朗诵的诗歌《我和我的
祖 国 ， 一 刻 也 不 能 分
割》，将审计事业与祖国
紧密结合在一起，抒发了
审计人员热爱祖国、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忠诚担
当、立审为公的情怀，深
深地打动了观众。今天，
本报特刊出这首诗歌节
选，以飨读者。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庆期间，我市各级审
计部门纷纷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以自己的方式向祖
国表白，向祖国母亲献礼。

我市各级审计部门开展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活动

（本栏照片由市审计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