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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类社科类 文艺类文艺类
排名 书名 版别 排名 书名 版别

难哄 江苏凤凰文艺
西西弗神话 江苏凤凰文艺
龙猫（宫崎骏代表作首次授权） 北京联合
男孩儿，鼹鼠，狐狸和马 北京联合
平凹的短小说 湖南文艺
心有凌熙 江苏凤凰文艺
解药 广东旅游
弃猫（当我谈起父亲时） 花城
碎片（埃莱娜·费兰特作品） 人民文学
沉默的大多数（精） 北京十月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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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市新华书店图书销售排行榜（1月16日至31日）

人民
中央文献
北京联合

中信
文汇

中国友谊
江苏文艺
中国经济

大象
中信

习近平调研指导过的贫困村脱贫纪实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
抗住就是本事
小狗钱钱
中美相遇
和另一个自己谈谈心
半小时漫画中国史大全集（共6册）春节礼盒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
变量（本土时代的生存策略）
不拘一格

本报讯（记者梁智玲）今年春节，“就地过年”成为新
春热词之一。对于很多人来说，居家的时间也会多一些。我
市暖气供应如何？中环寰慧（焦作）节能热力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寰慧公司”） 提前制订应急预案，加大物资储备，
提升服务质量，确保春节期间高质量供暖。

2020年，我市城区新增供热面积171万平方米，集中供热
覆盖面积达3157万平方米，集中供热普及率约为90.3%。2020
年11月15日，我市2020—2021集中供热季正式启动，截至目
前，热源厂、主管网、二次网、317座换热站均运行正常，未出现
大面积停暖事件。

为保障春节期间我市集中供暖工作安全平稳进行，寰慧
公司成立了以总经理为总指挥、常务副总为副总指挥、各部门
（供热所）为成员的应急组织架构，保证了出现问题第一时间
解决。为应对春节期间集中供暖突发事件及遭遇极端天气事
件的发生，寰慧公司提前制订、编制完成了各项应急预案。这
些应急预案包括，供热管网（一次、二次）紧急抢修抢险预案、
雨雪冰冻灾害应急预案、用户维修应急预案、突发事件紧急抢

修抢险预案等，为各类供暖突发应急事件能够快速响应、快速
解决提供了保障。物资储备是保障供热的重要环节。寰慧公司
提前采购了春节期间所需的备品备件，包括阀门、管件、电器
设备、防滑防冻等物资，并对所有的运行设备进行检查、部分
设备进行保养，确保春节期间物资供应及时，设备正常运行。

近年来，寰慧公司狠抓服务质量，成立专门应急抢修队
伍，增加抢修设备，加大人员补充力量，要求抢修人员24小时
值班，随时待命，出现问题随时抢修。供热维修电话线路从去
年的8线增加到32线，为用户解答用暖问题。今年春节期间，
寰慧公司客服热线 3681088 及各供热所报修热线 24 小时开
通，保证辖区采暖用户遇到
问题第一时间得到有效解
决。如遇突发事件或重要紧
急情况，公司各部门将联动
出击，及时启动应急预案，
第一时间完成抢修，保证居
民安全用暖。

寰慧公司确保春节期间高质量供暖

以上资费仅限大陆地区使用，不包含港澳台地区。
本广告仅是要约邀请，更多资费及详情请咨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

★

广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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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榜单微关注

本报讯（记者赵改玲、姚广
强）无论是工作日还是节假日，我
们始终陪在您身边，这是我们最深
情的承诺。春节假期，本报停刊不
停“报”，将通过全媒体矩阵为您
奉上精美的文化、新闻大餐。

您想随时随地了解我市各地的
特色年俗吗？您想实时掌握春节期

间赏美景、品美食的攻略吗？春节期
间，本报新媒体将推出新春系列策
划，及时推送记者采写的有关传统
年俗、服务提醒等内容，为市民了解
年俗、出行游玩提供参考，让您的春
节假期过得更开心、更便利。

微信、微博、新闻客户端、抖
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学习强

国”学习平台……春节期间，本报
将充分发挥全媒体矩阵优势，通过
以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为核心
的“两微一端”平台，在春节期间
正常发布本地实时新闻动态，陪伴
广大市民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
节假期。

玩转新媒体，我们有信心。

2020 年全国党报微信公众号传播
力度排名，焦作日报微信公众号挺
进二十强。

近年来，本报在坚持办精品党
报的同时，打造以焦作日报、焦作
发布等微信公众号以及官方微博、
新闻客户端为核心的全媒体矩阵，
增加H5、视频直播等新闻产品分

量，进一步提升本地新闻的影响
力、传播力和穿透力，进一步增强
舆论引导力、感染力，不断丰富市
民的阅读体验。

伙伴们，赶快关注焦作日报、
焦作发布微信公众号以及新闻客户
端，让焦作日报新媒体陪您精彩过
大年！

停刊不停“报”
本报新媒体陪您过大年

本报讯（记者聂会军）“加
油！加油！！加油！！！”《文昌街
道向村“两委”荣退干部致敬》
短视频中，孙村荣退村支部书记
崔政勋声声加油，饱含深情，令
人感动不已。

为充分发挥宣传阵地作用，
在辖区营造“宣传引领增动力，
激浊扬清倡新风”的浓厚氛围，
示范区文昌街道在焦作日报新媒
体中心的支持和帮助下，坚持镜
头向下，传递党的声音，做有温
度的报道，不断创新传播思维，
丰富宣传手段，第一时间将该街
道疫情防控、农村人居环境卫生
整治、防电信网络诈骗、村“两
委”换届选举等重点工作，利用
微信视频号、抖音、今日头条等
新媒体平台，通过图文、视频、
直播、网络专题等多种宣传形式
予以报道，大大提高了各项中心

工作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据统计，截至2月8日，该街

道宣教中心制作的《农村防疫口
诀》《村干部喊你来打扫卫生
了》《送锦旗》《文昌街道向村

“两委”荣退干部致敬》 等短视
频作品全网总播放量超 100 万
次，在新媒体平台引发强烈反
响。其中，《农村防疫口诀》 视
频播放量3.6万次，并在“学习强
国”学习平台发布；《我们的
2020》 视频播放量 3.5 万次；《村
干部喊你来打扫卫生了》视频播
放量3.1万次；《防范电信网络诈
骗宣传视频》成功入围2020年中
国互联网辟谣 30 个优秀作品；

《示范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
任吕沛到文昌街道调研》短视频
点赞量破千次，播放量超过 5 万
次，成为焦作人微信朋友圈的爆
款！

文昌街道短视频
全网总播放量突破百万

焦作地区政务微信排行榜
（2021年1月31日至2021年2月6日）

本报讯（记者赵改玲） 不管
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我们的
心愿不变——总想走进你心里。
我们的新闻产品，你喜欢吗？网友
评论是其风向标。上周，焦作日报
微信公众号留言区依然热闹。

“我还以为吃山药能变成奥特
曼了。”

“这标题吓我一跳，我还以为
吃山药能变成奥特曼了。”

“也不记得吃了多少年的铁棍
山药了，反正现在是腰不疼、腿不
酸，一口气上到二楼不带喘气的。”

2月6日，焦作日报微信公众
号推送的《你还敢吃山药？？？长
期吃山药的人变成了这样……》
一文，引来网友热评，可以说是

“画风清奇”“脑洞大开”，承包了
一天的快乐。

上周，焦作日报微信公众号
几乎集齐了一周焦作发生的所有
重要的、网友关心的新闻，民生
方面有政府储备肉投放，服务信
息方面有天气预报，重要信息发
布方面有疫情防控公告，有反映
游子回报家乡的，有提示出行变
化的，有央视聚焦修武县大南坡
村的……每条都推送的那么及
时，那么有看点、有卖点，每期
的头条阅读量都轻松突破 1 万+，
这样的推送谁不喜欢？网友“晁
宇昂”就在留言区大胆示爱：“小
编我爱你！！！！”

留言区简直是网友的微型舞
台，精彩不断。

有通过赞美来留言的。网友
“龙门外生”在《央视聚集！修武
这个村要火到国外了！》一文后留

言：“牛秉富家真有‘福’，让好
消息飞海外，让中国农村走向世
界，让世界了解中国农村！牛秉
富一家人——真牛！”

有温情脉脉的留言。在 《速
度——焦作市政府储备肉开始投
放！低于市场价格20%！！！》一文
后，网友“比萨夜雨”留言：“祖
国的温暖，政府的温暖，人民的
幸福，人民的福气。”

有诗情画意的留言。在 《大
美焦作！迎春启程》 一文后，网
友“与时俱进”留言：“春风吹开
花万朵，笑脸迎春春婀娜。百鸟
高唱赞美歌，天赐百福喜乐多。”

金杯银杯，不如网友的关注
度。网友的热评，就是对小编最
好的认可和奖赏，我们也送热情
评议的网友每人一朵小红花！

确认过眼神，我就是来看网评的

留言的网友 〉〉〉〉〉〉 〉〉〉〉〉〉〉〉〉〉〉〉〉〉〉〉〉〉〉〉〉〉〉〉

（上接A01版） 要聚焦问题、聚焦短
板、聚焦要求，切实抓好问题整改落实。
要恪守为民初心、保持坚定信心，进一步
正风肃纪，增强班子凝聚力战斗力向心
力，更好地促进政法工作再上新台阶。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宫松奇就市委
宣传部做好落实整改工作提出要求，要
旗帜鲜明讲政治，要坚持把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
为长期首要的政治任务，自觉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要坚定不移守初心，坚持走群众路
线，切实提升宣传思想工作宣传群众、引
导群众、服务群众的能力水平。要事不避
难勇担当，在推动宣传思想工作高质量
开展中履职尽责、担当有为。要廉洁自律
守纪律，严格落实“一岗双责”，把管党治
党责任记在心上、扛在肩上、落实到具体
行动上，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
任牛书军在市纪委监委民主生活会上强
调，班子成员要认真盘点、系统梳理对
照检查出的问题和相互批评的意见，建

立台账、真改实改，促进各项工作全面
提升。要突出政治统领，强化政治担
当，把监督的“放大镜”牢牢聚焦在人
民群众最急最忧最盼的事情上，进一步
强化整改成果转化，查找工作缺项漏
项，确保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要提
升政治能力，永葆政治本色，进一步强
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带头讲规矩，
带头讲团结，带头讲廉洁，自觉主动接
受监督，以自身清、自身正、自身硬为
广大党员干部作好表率。

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路红卫在市委
组织部民主生活会上强调，班子和班子
成员要持续增强政治意识，在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上带好头；要主动加强政治
学习，在强化理论武装上走在前，切实用
党的新理论新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要带头强化政治担当，在推动
高质量发展上当先锋，全面推动组织工
作高质量发展；要始终保持政治本色，在
强化纪律建设上作表率，严格按照“一岗
双责”要求，担负起职责范围内全面从严
治党工作责任，以忠诚老实、公道正派、

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的形象为广大党员
干部作表率。

市委办公室民主生活会要求，要旗
帜鲜明讲政治，带头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切实增强
政治意识，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善于把
握政治大局，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
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树牢问题意识，
持之以恒抓好整改，确保整改不走过场、
承诺不放空炮、执行不挂空挡。要树牢担
当意识，勇当干事创业的表率，把市委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落实到位。

市政府办公室民主生活会要求，要
坚持政治统领，锤炼党性修养，不断提高
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要坚持问题导向，抓好整改落实，切实把
整改成效体现到服务全市中心工作、助
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上来。要坚持挺
纪在前，强化作风建设，主动接受组织和
群众的监督，清白做人、干净做事，全力
营造市政府办公室风清气正、干事创业
的良好氛围。
（本报时政新闻采访部记者集体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