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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改玲

“妈，看我买的新衣裳好看
吗？”11 月 29 日，女儿刘佩一边
照镜子，一边问母亲许玉莲。

许玉莲看到后，不仅不夸一
句，还叹了一口气说：“乖，恁奢
侈干啥！你把买衣服的钱省出一
二百元就能给贫困群众买袋米、
买袋面。”

许玉莲希望女儿像自己一
样，省下更多钱帮助困境中的人。

许玉莲，今年65岁，解放区

七百间街道太行西路社区居民。
许玉莲有一位邻居名叫徐辉，是
孤儿，智力残疾，今年已过 40
岁，从小到大缺少关爱。2004
年，徐辉认识了许玉莲，命运从
此拐了一个弯。

天冷了，许玉莲给徐辉送去
棉衣、棉鞋。过年了，许玉莲给
他送去肉丸、饺子。徐辉家每月
的电费，许玉莲也承包了。徐辉
家的卫生，许玉莲也经常帮着打
扫。更重要的是，她还帮徐辉申
请了低保。现在，徐辉逢人便说
许玉莲是他亲姐姐。

女儿刘佩从事旅游工作，近
些年腰包渐渐鼓了起来，有车有
房，日子过得滋润。为了帮助更
多困境中的人，许玉莲打起了女
儿的主意。

“佩，能不能让咱邻居免费去
北京旅游，让他们见见世面？”许
玉莲问女儿。

“中，咋不中啊！”刘佩太理
解母亲的心情了。

2015 年 1 月 10 日，刘佩夫妇
出资，许玉莲带队，带领旅游团
向北京进发。他们中很多人都是
第一次去北京，幸福的笑容挂在
每个人脸上。

不仅帮助身边的人。许玉莲
还把爱的触角伸向大山深处。

上个月，许玉莲带着爱心物
资上山了。受资助的贫困群众见
到许玉莲就像见到亲人一样，拉
着她的手有说不完的话。

“那时候，孩儿他爸患重病，
许大姐为我家送钱送物，全力帮助
我们渡过难关……”中站区龙翔街
道大洼村村民周功美感动地说。

多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
许玉莲在龙翔街道几个山村看到
的情景让她深受触动。“很多山里
人的生活太艰难了，我要帮助他
们。”许玉莲对自己说。

回家后，许玉莲马上买了挂
面、鸡蛋、新衣服，送给了龙翔
街道栗井村、寺后村、大洼村的

贫困群众。
“他们需要啥，我就送啥，大

到电视机，小到针线、香油、创
可贴。”许玉莲笑着说，她要当一
名“救火队员”，帮助乡亲们渡过
生活难关。

十几年来，许玉莲经常给大
洼村孤寡老人葛全英送去米、
面、油、菜以及毛毯、床单等生
活用品，老人把她当成了自己的
亲闺女。此外，她给寺后村一名
患白血病的村民送去药品和精神
鼓励，让这名村民重新鼓起了生
活的信心。她自费带着栗井村村
民王凤树远赴济南搜集证据，帮
助老人认定了八路军身份……

很多人问，许玉莲咋就那么
喜欢帮助人？

“党对我的恩情太大了，我一
辈子都回报不了！”许玉莲的回答
很朴素。

很多人不知道，在女儿 3 岁
那年，许玉莲遭遇下岗、离婚双
重打击，一个人带着女儿四处漂
泊，一年内搬家 6 次，煤球房、
楼梯间、废弃仓库都是母女俩的
栖身之地。在许玉莲生活最困难

的时候，政府为她提供了一套住
房，并给她办理了低保。

为了感恩，多年来，许玉莲
用最朴实和最简单的方式回报社
会、回报党和政府对她的关怀和
恩情。

每到冬季，许玉莲就会犯腿
疼病。在前些天的采访中她对记
者说，等腿疼稍微缓解后，她要
让女儿开车带她进山，把准备好
的棉衣、棉被送给山里的乡亲们。

记者手记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许玉
莲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这样的理念。

许玉莲曾经是受到党和政府
关爱的困难群众，她不忘党恩，
用爱心践行慈善事业，在山阳大
地谱写了爱之歌、善之曲。

一碗饺子、一壶香油、一床
棉被、一台彩电……捐赠这些物
品或许不算什么，但涓涓细流终
将汇成爱的大海，她传递给社会
的正能量，是温暖人间的伟大力
量。许玉莲用爱心让困难群众的
世界不再寒冷，我们的社会需要
这样的热心肠。

感念党恩 回报社会
——记解放区七百间街道太行西路社区居民许玉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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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三散”污染治理专项督察
边督边改情况一览表

（12月2日）

截至2019年12月1日20:00，共接收环保类信访交办案件6批
30件，其中来电30件、来信0件。

焦作市协调保障省“三散”污染治理专项督察领导小组办公室

本报讯（记者姚广强）昨
日，副市长王付举带领市公安
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交警支
队负责人，督导全市“三散”
污染治理工作。

王付举一行先后来到示范
区重点管控区域、G327 国道、
天宇机动车检测中心，实地调
研大货车管控、城区货运车辆
通行优化、机动车检测检验等
工作。

王付举指出，重型货车是
氮氧化物排放的主要污染源之
一，相关治理工作关系到城市
大气环境的持续改善，公安、

环保等部门要密切协作，健全
完善沟通协调联动机制，加强
执法配合，全力做好大货车管
控工作。要在绕城主要路段增
设机动车尾气检测站，强化执
法管控，实施顶格处罚，确保
车辆尾气污染物达标排放。机
动车检测企业要扛起政治责任，
充分认识车辆年检工作关乎生
命安全、生态安全的重大意义，
严格执行机动车检测标准，严把
机动车上路关口。环保、交警部
门要加大督导检查力度，依法严
惩违规、违法企业，切实筑牢
安全和生态防线。

市领导督导“三散”污染治理工作

本报讯（记者郭嘉莉）昨
日上午，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新河市级河长李民生带领
相关部门负责人，到新河市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段开展河长制
巡河工作。

巡查中，李民生认真察看
新河河道情况及周边生态环
境，详细了解新河生态治理项
目进展情况，并就发现的问
题提出整改要求。他要求，各
级各部门要切实提升思想认
识，严格落实河长巡河职责及
督导职责，加大巡河力度，切
实做好水资源保护、水污染防
治等工作。要加大河道整治和
保洁力度，做好河道清“四
乱”工作，不断提升管护水
平，加强水环境综合治理能
力，促进河流及周边生态环境

整体改善。
李民生强调，新河商务

区、新河生态治理项目是市十
大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新河作
为城市商务中心区河道，要加
大开挖力度，制定有力措施，
创新工作方法，加快施工进
度，千方百计确保项目顺利推
进。各有关单位要进一步压实
责任，站在讲大局、顾全局的
高度思考问题、处理问题，相
互配合、全力支持，认真研
究、逐项分解，通力合作、强
力攻坚，确保项目早日出形
象、出效果。要按照项目规
划，紧扣时间节点，把河道功
能与景观功能有机结合，切实
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早日
将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
新河呈现给广大市民。

市领导开展河长制巡河工作

本报记者 赵改玲

“我同意加装电梯，对于老
人而言，有了电梯上下楼更方
便！”近日，在解放区焦南街道
站东社区沁园小区居民议事会
上，今年 85 岁的谭桂兰老人高
兴得说。当天，该小区居民就老
旧楼院加装电梯相关问题聚在一
起畅所欲言。

别看是老旧小区，这里的居
民正筹划加装第二部电梯呢！

沁园小区建于 20 多年前，
属于典型的老旧小区，老年人居
多。今年夏天，该小区一栋楼的
其中一个单元成功装上了电梯，
楼上居民特别是老年人上下楼方
便多了。

站东社区党委书记王月莉介
绍，加装电梯的这个单元楼共有
12 户居民，部分住在高层的老
人腿脚不灵便，上下楼较困难，
个别老人甚至常年不下楼。看到
其他城市的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住在高层的住户和楼下邻居商量

加装电梯事宜，社区的党员也主
动协调此事。一楼住户马和平认
为，大家能成为邻居也是一种缘
分，远亲不如近邻，既然邻居有
加装电梯的现实需要，他就全力
支持。

为此，马和平拆除了自家的小
花园，腾出地方为邻居安装电梯。

王月莉介绍，顶层 6 楼住户
出资 4 万元，5 楼住户出资 3 万
元，4楼住户出资2万元，3楼住户
出资 1 万元，一楼和二楼住户不
使用电梯，不用出钱。就这样，大
家齐心协力加装了一部电梯。

看到邻居加装电梯后上下楼
挺方便，其他单元楼的居民也有
意向，这两天，他们正为此事合
计着。

居民王景说，加装电梯一定
要选专业公司，重视后续服务；居
民谭桂兰认为，选购高质量的电
梯很关键；还有居民认为，一定要
充分沟通、全力协调，绝不能因
为这事破坏和谐的邻里关系……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对老旧小区
加装电梯充满期待。

期待老旧小区加装更多电梯

昨日，解放区在中小学校启动了“小手拉大手、共建美丽家园”主题活动，组织中小学生积极参
加“四城联创”工作，努力实现“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一个社会”的目标，从而进一
步提升中小学生的文明素质，推动“四城联创”工作深入开展。图为解放区幸福街小学的学生正在擦
拭垃圾箱。 李良贵 摄

（上接第一版①）对我市成立智慧金融服务平
台，破解民营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难
题取得的成果给予充分肯定。冯健身表示，智慧
金融服务平台是落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的生动实践，是解决当前企业贷款难、部分
金融机构资产质量欠佳等突出问题的有效方
法，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招，是
解决金融腐败问题的重要制度建设，今后要进
一步加大智慧金融服务的推广和应用力度，为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金融支撑。

调研期间，督导组出席了我市召开的主题
教育中解决民生实事展评交流会。会上，各县

（市）区主要负责人展示汇报了解决民生实事情
况，市领导、部分“两代表一委员”和市直部
门有关负责同志进行了评分。冯健身对我市展
评交流会给予充分肯定，指出展示和测评办理
民生实事的做法是落实“四个注重”要求，坚
持开门抓整改，解决群众最急最忧最盼的紧迫
问题，检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实际成效的重要实践，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调研河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注重总结好的经验做
法，不断加强制度建设，推动全市主题教育向
纵深推进。

（上接第一版③）王福军今年又多流转了20公顷
土地，种植面积达200公顷。

这是焦作市在总书记“在提高粮食生产能
力上开辟新途径、挖掘新空间、培育新优势”
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取得的新成绩。

当前，包括产业扶贫在内的多项扶贫举
措已让数千万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有劳
动能力的贫困户可以在政策带动下，通过自
己勤劳的双手脱贫致富。但像重残、重病及
患有精神障碍的贫困群众已部分乃至完全丧
失劳动能力，对于他们的兜底保障难题，又
该如何破解？

被誉为“中华第一刊”的《半月谈》，今年
第二十二期刊发了焦作日报记者李英俊、张鹏
采写的报道 《医养中心：兜住一人，全家受
益》。在脱贫攻坚进入决战决胜的关键时期，这
是解决部分乃至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
兜底保障难题的破题之作。

焦作市的经验是，卫健部门牵头，相关部
门联动，财政保障，建立医养中心体系，实现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社区、家庭养老的无缝对
接，构建“托养一个人、幸福一家人、解放一
群人”的医养新格局。

这一报道经《半月谈》及其新媒体同步发
布之后，社会各界反响强烈，纷纷为焦作创造
的新经验点赞。网友“信心”说：好模式，亟待推
广。网友“王言丛”留言：这才是真正解除人民群

众后顾之忧的措施，增强了人民幸福感。
主题教育开展得怎么样？干得好不好？时

代是出卷人，焦作市六县 （市） 四区党委书
记、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是答题人。

12月1日，《河南日报》以《一场干货满满
的展评交流会》为题，浓墨重彩地还原了焦作
的创新举措——于11月29日下午召开的别开生
面、干货满满的焦作市主题教育中解决民生实
事展评交流会的场景。

“孟州市将农贸市场改造作为一项惠及百姓
的民生工程抓实抓细……”孟州市委书记卢和
平第一个上台进行展评交流。

我市11个县 （市） 区展评交流干货满满，
晒成绩言简意赅，谈措施言之有物，积极探索
新思路、新机制、新方法，让这份答卷厚重了
许多。

焦作市委书记王小平说：“总体来看，这次
展评交流活动组织得很好，晒出了成效、查出
了问题、评出了压力、比出了动力，收到了预
期效果。”

展评交流会结束，参加述职的单位负责人
纷纷表示，要守好初心、担牢使命，持之以恒
地推动民生实事落地见效，确保主题教育善始
善终、善作善成。

这次展评交流会被《河南日报》《河南经济
报》、人民网、大河网、河南日报客户端、大河
客户端、今日头条等媒体集中刊发。

许玉莲（中）在看望贫困群众。 本报记者 赵改玲 摄

本报讯（记者李秋） 11月
26 日，河南省工信厅公布了
2019年河南省智能车间智能工
厂名单，我市共有3家企业上榜。

按照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
2020年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
金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经企
业自愿申报，各省辖市、济源
示范区、各省直管县 （市） 工
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和财政部
门初审、现场核查并推荐，省
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共
同组织专家评审，网上公示，
确定河南卫华重型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申报的轻量化起重装备

系统集成智能制造车间等 111
个车间为2019年河南省智能车
间，确定汝州天瑞煤焦化有限
公司申报的煤化工智能工厂等
38个工厂为2019年河南省智能
工厂。

其中，我市共有 3 家企业
上榜，它们分别是：博爱金隅
水泥有限公司的全流程一体化
水泥生产车间、焦作市博农乳
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液体乳生产
智能化车间获评2019年河南省
智能车间；焦作飞鸿安全玻璃
有限公司的飞鸿安全玻璃智能
制造工厂获评2019年河南省智
能工厂。

2019年河南省智能车间智能工厂名单揭晓
我市3家企业上榜

本报记者 张 鹏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
孟州市紧盯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
出问题，一手抓重拳打击、依法严
惩，一手抓标本兼治、综合治理，
扫黑除恶工作呈现出协同推进、纵
深突破、攻坚落实的良好态势。

截至目前，孟州市共立案 97
起，打掉黑社会性质组织 2 个、恶
势力团伙1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60
人，批捕140人，起诉259人，判决
200 人，社会治安环境持续稳定，
人民群众安全感明显增强。

“为切实开展好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我们以典型案例为镜鉴，围绕
全面宣传动员、强化警示教育、深
刻剖析查摆、严格落实整改四个方
面下功夫，推动扫黑除恶以案促改
见实效。”孟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
记孙小献说。

为做好宣传动员工作，孟州市
组织各级各部门按照案件筛选、警
示教育、剖析查摆、问题整改、建
章立制五个阶段要求，扎实开展以
案促改工作。政法部门围绕“两高
两部”联合印发的“四个意见”和
全国扫黑办发布的 4 个法律政策文
件开展宣讲活动，指导执法部门提
升 精 准 办 案 能
力。为进一步丰
富宣传形式，孟
州市以接地气、
走基层的形式，

连续开展20多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文艺巡演，受教育群众达 3 万余人
次。

如何强化警示教育？孟州市组
织纪检监察、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筛
选典型案例，警醒广大干部党员、公
职人员和社会各界群众汲取教训，引
以为戒；组织各级各部门观看警示教
育片，彰显党委、政府严厉打击黑恶
势力、维护群众利益、保障社会稳定
的坚定决心。

对标对表，孟州市在剖析查摆
上狠下功夫。该市组织各单位围绕
典型案例召开座谈会，剖析案件产
生的根源，深入查找问题，认真吸
取教训；在各行业、领域开展涉黑
涉恶问题自查，铲除黑恶势力滋生
土壤；主要领导定期听取汇报、实
地走访，有力地推动了扫黑除恶以
案促改有形有效。

紧扣主题教育“守初心、担使
命、找差距、抓落实”要求，孟州
市坚持问题导向，深刻检视不足，
深入整改问题，把落实整改作为开
展主题教育的实际行动，以实实在
在的整改成效推动专项斗争不断深
化。该市组织各单位以“案”为基
础，以“促”为关键，以“改”为
目标，剖析问题35个，现已整改30
个。

民生为先 民安为责
——孟州市扫黑除恶以案促改见实效

（上接第一版②）组织广大党员
干部开展专题学习讨论，教育
引导党员干部担当尽责、创新
作为，为不断谱写高质量发展
的焦作篇章、努力在中原更加
出彩中出重彩更精彩作出新贡
献。

三、撰写学习心得
要在观看、学习该片的基

础上，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结合
本地、本单位工作实际，积极
撰写学习心得或观后感。各县
（市）区、市直各单位主要领导

要带头撰写学习心得，并作好
参加座谈、接受采访准备。

四、具体播出安排
四集电视政论片 《学习路

上——“四年学先进 催生大
跨越”》 从 12 月 3 日到 6 日，
每日20时在焦作广播电视台新
闻综合频道首播，每天一集；
公共频道、睛彩频道、教育频
道当晚播出，四个频道第二天
白天安排重播。

中共焦作市委宣传部
2019年12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