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梁智玲）“用
上暖气，冬天舒适多了。希望供
热部门能对设备全面检修，为下
个采暖季打下基础。”4月2日，
家住市成丰路化二西家属院的刘
先生说。

当天，中环寰慧（焦作）节
能热力有限公司第三供热所工作
人员在该家属区对集中供热设施
设备检修，同时在成丰路上摆起
集中供热服务台，现场为居民讲
解用热知识。“家里暖气不热是
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换热站、
庭院管网、家里的暖气片等任何
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供
热质量。”居民李先生说，学到
了不少用热知识。

2020~2021 采暖季结束后，
中环寰慧（焦作）节能热力有限
公司集中力量投入设备设施检修
中。这项工作预计 5 月底结束。
在此期间，检修人员将对全市
300多座换热站，以及集中供热

小区的庭院管网、一级管网阀门
井进行检修。

4月2日，化二西换热站里，4
名检修人员使用吊装设备吊起电
机，对其进行“全面体检”。“消除
在供热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确保高质量供热。”一名检修人员
说。当天，同时开展检修工作还有
焦煤集团建安小区、新华街郁金
香苑等近10个小区。

中环寰慧（焦作）节能热力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进小区
检修期间，供热部门将同步开展

“供热知识大讲堂”“便民服务直
通车”等活动，现场为用户讲解
用热知识，请用户多留意。

我市集中供热检修工作全面展开
热力服务进小区将同步进行，用户请多留意小区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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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要闻

本报讯（记者姚广强、赵改
玲）刚进入牛年，蒙牛焦作乳业
就干了件超牛的事儿：蒙牛百亿
集群·焦作 5G 智慧工厂 （蒙牛
焦作公司四期项目） 竣工投产，
成为行业内全国技术领先的“数
智化工厂”，标志着蒙牛引领中
国乳业进入“5G时代”。

5G 智慧工厂在 5G+AICDE
融合新技术的基础上，以“1+1+
N”的总体规划思路赋能智慧工
厂。通过基础网络设施敷设、5G
基站搭建、AGV库房及辅料输送、
数采平台建设、能管中心建设、车

间巡检，实现厂区内“人、机、料、
法、环”的数据收集，以数据作为
驱动，在设计、制造、供应和服务
各环节实现无缝协作的全产业链
工业生态体系。

如果检测出任意一包牛奶有
质量问题，蒙牛焦作乳业凭借
5G+AICDE融合新技术，可以通
过专用识别码精准追溯到生产车
间、班组、生产时间，可以在最
短时间内查清同批次产品的流
向，实现质量有效管控。

蒙牛乳业 2003 年 11 月在焦
作成功布局后，利用焦作的资

源、交通、物流等优势，不断扩
大产能，持续提升工程智能化水
平，目前已经成为除总部外规模
最大的分公司，主要生产液体
奶、冰淇淋、低温酸奶三大系
列，产品销售辐射多个省份。

近年来，蒙牛焦作乳业先后
取得国家AAA旅游景区、国家安
全生产标准化一级企业、省级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省就业先进
企业、省质量诚信体系建设 AA
级工业企业、焦作市市长质量
奖、“省级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等多项荣誉。

智造创新无止境。今年，蒙
牛焦作乳业将继续完善现代化5G
智能工厂项目，建立制冷系统中
心平台，建设中心配电室自动化
系统，实现污水处理厂在线监控
系统应用等实际场景的应用等，
着力打造最先进的智能化乳制品
生产工厂，实现全自动生产线，
智能化的奶源供应，智慧物流等
板块，打造全市乃至全省第一家

食品类5G智能制造工厂。
产品升级更高端。蒙牛焦作

乳业将继续加大工厂内部产品结
构调整，加大高端产品生产线的
布局。

设备改造不停步。目前，蒙牛
焦作公司正全力推进五期鲜奶项
目落地，将进一步加大自动化、智
能化技改费用投入，尽快完成蒙
牛焦作乳业一厂的升级改造。

数据赋能“智慧工厂”“数”势迸发勇立潮头

蒙牛焦作乳业领航“智造5G时代” 本报讯（记者高新忠）昨日
上午，我市召开国家园林城市普
查动员会，对国家园林城市普查
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副市长闫小
杏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宣读了《国家园林城市
普查工作实施方案》，解放区、
城管局、住建局、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等相关单位负责人就各自承
担的任务进行了表态发言。

闫小杏指出，国家园林城
市普查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的具体体现，既是对
我市国家园林城市工作的一次
全面检阅和督查，也是对我市

园林绿化工作的一次有力促进
和推动，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
视，提高认识。要进一步明确
时间节点、工作指标和重点任
务内容，严格按照要求按时完
成各项任务。要落实责任，进一
步明确各级各部门的责任分工，
条目化各项工作目标，责任明确
到人，确保所有工作任务落实到
位。要健全机制保障工作，各县
（市） 区要成立园林城市普查指
挥部，建立例会制度，建立专
门通报制度，着力推动各项工
作有序开展，保证高质量高标
准的验收成效。

我市召开国家园林城市普查动员会

本报讯（记者王爱红）打分
考评促提升，谁快谁慢比比看。
近日，市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市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专家考评
组，对照《焦作市乡村旅游示范
村 创 建 综 合 考 评 打 分 表 （试
行）》，对各县 （市） 区委书
记、县（市）区长分包的乡村旅
游示范村3月份创建工作进行了
考评打分，并通报考评结果及各
县（市）区工作推进情况。

考评结果显示，县（市）区
委书记、党工委书记分包村排名
前三的分别是修武县大南坡村、

示范区北西尚村、博爱县探花庄
村，第四名至第十一名依次是中
站区赵庄村、武陟县御坝村、山
阳区巡返村、孟州市桑坡村、温
县仓头村、解放区猫岔村、马村
区后岳村、沁阳市里沟村。

县（市）区长分包村排名前
三的分别是温县陈家沟村、修武
县岸上村、武陟县万花村，第四
名至第十名依次是博爱县许湾
村、孟州市岩山村、解放区老丁
沟村、中站区北业村、山阳区卢
亮沟村、马村区亮马村、沁阳市
四渡村。

我市通报3月各县（市）区
乡村旅游示范村考评结果

本报讯（通讯员张新萍、仝
奇）连日来，中站区财政局联合
区教育局，对辖区 10 所中小
学、幼儿园教育资金使用及项目
建设情况进行实地调研，确保全
区教育教学经费高效使用。

近年来，中站区坚决贯彻教
育优先发展战略，积极在校园校
舍改造、卫生设施建设、教学设
备购置、教师待遇提升等方面持
续加大投入力度，推动区第一幼
儿园、红旗幼儿园陆续开园，切
实解决周边适龄儿童学前教育问

题；加快许衡中学宿舍楼、朱村
中心学校宿舍楼、龙翔学校教师
周转宿舍楼、朱村中心学校南教
学楼等项目建设，不断提升义务
教育学校办学条件，努力解决寄
宿制学生住宿问题。

同时，中站区财政局始终坚
持把教育作为优先保障和重点投
入领域，紧扣“筹好钱、用好
钱、管好钱”工作职能，围绕教
育经费投入保障、教育经费使用
效益等方面，持之以恒支持教育
事业高质量发展。

中站区

发挥财政职能支持教育优先发展

本报讯（记者赵改玲）唯有春风
最相惜，一年一度一归来。4 月 1
日、2日，焦作日报社2021年融媒体
通联工作会议暨“龙头高昂看沁阳”
集中采风活动在“覃怀古郡、河朔名
邦、商隐故里、乐圣之乡”沁阳市举
行。各县（市）区委常委、宣传部长
及优秀通讯员代表等出席了本次会
议。会议表彰了2020年度通讯报道先
进单位和优秀通讯员，共同探讨今年
新闻宣传通联工作，感受沁阳舞起龙
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火热场景。

过去的一年，焦作日报充分发挥
市委机关报优势，充分发挥融媒体作
用，在疫情防控、五次大学习、脱贫
攻坚、院（校）地合作、优化营商环
境、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创
建、太焦高铁通车、太极拳申遗成功
等重大报道中表现抢眼，受到上级领

导、业界同行广泛好评。焦作日报微
信公众号在2020党报微信公众号传播
力排名中，与人民日报、广州日报、
中国青年报等一道跻身前二十强，名
列第十七名。在全国城市党报中排名
第七位，全省唯一登榜。焦作日报社
的媒体融合“1+1”深耕服务模式，
在全国新闻出版深度融合发展创新案
例评选网络投票环节，在168个参选
案例同台竞技中取得第七名的佳绩。
焦作日报社捧回了2020年度全国传媒
经营最高奖金推手奖和优秀品牌新媒
体奖。以上这些亮点、这些佳绩，离不
开全市新闻外宣战线通讯员的努力，
这是通力协作、合力奋斗的结果。

感恩有你，一路陪伴；一路走
来，有你真好！为树立典型、表彰先
进，进一步推动新闻宣传工作再上新
台阶，鼓励多出精品，使焦作日报更

好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焦
作日报社党委、编委特作出决定，对
通讯报道先进单位、优秀通讯员进行
表彰。沁阳市委宣传部新闻外宣科等
11 个单位获得通讯报道先进单位称
号，石海波等130人获得优秀通讯员
称号。

会上，优秀通讯员代表进行了发
言。他们表示，外宣重于内宣，网宣
就是外宣，作为宣传人员，使命光
荣、责任重大。走进媒体深融时代，
他们心中有梦、眼里有光、手中有
剑、脚下有路、信心满满、步履铿
锵，将继续努力用脚步丈量时代、把
新闻写在大地上。

参会通讯员代表还到沁阳市太行
街道东沁阳村等采风，深入了解乡村
垃圾分类、文明建设、人居环境整
治、文旅融合等。

传播焦作好声音 谱写宣传新篇章

焦作日报社2021年融媒体通联工作会议召开

编者按

接种疫苗是预防控制传染病最有效的手段。
我国通过接种疫苗，实施国家免疫规划，有效保
护了广大儿童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为促进免疫规
划知识交流，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动员全社
会落实预防为主方针，日前，山阳区疾控中心、
焦作日报面向全市中小学生联合开展了“我与预
防接种的故事”有奖征文。从今天起，本报将陆
续刊登部分优秀作品，以飨读者。敬请关注！

时光如白驹过隙，从懵懂无知的幼儿到活
泼好动的少年，从最初的拼命抵抗到现在的欣
然接受，预防接种已经陪伴我11个年头了。

记得六岁那年，打过疫苗后又哭又闹的
我，被父母带回了家，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

“疫苗发展史课”，爸爸告诉我，我国是世界
上最早使用人工免疫方法预防传染病的国
家。在中国的历史上，天花、麻疹、鼠疫、
霍乱、猩红热等疾病肆虐一时，夺去了无数
人的生命。为了战胜病毒，世界各地的科学
家研制了各种疫苗，将人类从病毒的魔爪中
解救出来。通过预防接种，我们的身体产生对
该种疾病的免疫力，保护我们不受这些传染病
的侵袭和感染。

妈妈指着胳膊上的“疤痕”告诉我，这些
都是疫苗给予身体保护后的勋章。从此以后我
便懂得了接种疫苗的重要性，并且再也不嫌胳
膊上的“疤痕”难看了，反而引以为豪。

疫苗是我们每个人的“保护伞”，可以保
护我们不被病毒感染，健康成长。我们一定要
做好预防接种工作，保持健康的体魄，才能更
好地报效社会、报效国家。

（辅导老师：董瑞娟）

李政潼 焦东路小学四（3）班

妈妈整理东西时，翻出了我的接种证，一个很不
起眼的小绿本。里面记录了我小时候每个年龄段接
种的各类疫苗。可打了这么多针我怎么没什么印象
呢？要知道我可是一个很怕打针的小姑娘哦。妈妈
笑着说：“你打的针基本上都是三岁以前的，那时候
你还没什么记忆呢，当然没印象了。”妈妈说我小时
候打针可有意思了，针扎进肉里了也不哭。当护士
阿姨把针拨出来了，才开始哇哇大哭，用个小玩具或
棒棒糖一逗，眼里还含着泪花就咧嘴笑了，十分可
爱，听妈妈这么一说，我还怪不好意思呢。

如果有需要再接种疫苗的话，我一定还是个勇敢
的小姑娘。 （辅导教师：马文静）

张子涵 山阳区解东一小三（1）班

大家小时候都打过预防针，当时你是选
择哭，还是选择坚强呢？一起看看我打疫苗
的经历吧。

记得我六岁那年，妈妈带我打防疫针。
我慢慢地跟着妈妈走进去，我磨磨蹭蹭，被
妈妈硬拉进去，真不想来到这儿。进去后，
人太多了，我找了个座位坐下来，心里特别
紧张，不知不觉就轮到我了，医生告诉我们
往哪走，来到了二楼，忽然听到了孩子们的
哭声，吓得我也要哭了，来到了接种室，我
心跳更快了，真不想进去！但心中的天使告
诉我，不用怕，你会战胜它的，打预防针能
预防流感、水痘、腮腺炎等传染病，保护你
的身体。于是我下定决心：不害怕！要战胜
恐惧！走到了里面，我坐在椅子上，心里七
上八下，看着针管慢慢抽着药水，我就知道
马上就要开始了，医生说露出一个肩膀，我
照办了，医生用酒精消毒，凉凉的，趁我不
注意，医生的针已经扎到我肩膀里了。过了
一会儿，打好了，原来打针并不可怕。

大家也有自己打针的经历，你哭了吗？
我没哭，我是不是很坚强呀，大家也要学会
坚强呦！ （辅导教师：廉秋香）

刘紫依 岭南大道小学四年级

青春是一段旖旎的旅行，时而快
进，时而缓行，但不变的是美好的记
忆。在一年一度的“全国儿童预防接种
宣传日”来临之际，我的思绪早已回到
了幼儿园时期一次打防疫针的场景。

记得那时，稚嫩又充满好奇的我们
排着队，有秩序地等待接种疫苗。为了
减轻小朋友打针的焦虑，医生和老师比
往常更加和蔼可亲。可能是初生牛犊不
怕虎吧，我的内心异常平静。打针过程
中还是感觉到了疼，但这并没有让我退
缩，反而激发了我的斗志，暗自咬牙坚
持捱了过去，护士阿姨夸我很勇敢，每
每想起，都感觉很自豪。

俗话说，预防大于治疗。预防接种
的根本意义在于通过最有效的方式，让
我们获得最大的健康收益，是国家对我
们儿童的关爱和守护。自古至今，有太
多仁人志士为防疫工作作出了巨大的贡
献。我们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大好国
策，自觉接种疫苗，提高自身免疫力，
健康成长，为祖国的发展贡献我们的力
量。 （辅导老师：慕趁意）

杨子轩 龙源湖学校五（2）班

每个人的健康成长都离不开疫苗的保
护。说起疫苗和我的故事，就不得不说小时
候的那件事。

那一次的记忆是关于害怕和逃跑的。那
时我刚上小学，学校组织打预防针，因为对
打针充满了恐惧，真是害怕极了，看着医生
消毒、扎针、拔针，仿佛那针已经扎进了自
己的肉里。看着小同学们一个一个排着队打
针，最终，我下定决心：我要逃跑。我和另
一位同学偷偷躲进了厕所里，以为这样就能
躲过了。可没想到，还是让老师发现了。虽
然已经打了针，但我的内心还是抗拒的。每
当看见防疫站里打预防针的小朋友，我都会
深表同情。

疫苗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我们也要积极
响应并宣传国家疫苗接种政策，这样才不辜
负医学人员的付出。（辅导教师：张绍华）

刘学研 桶张河远方小学

（上接A01版①）研究部署了我市政法队伍教育
整顿等当前工作，为我们结合焦作实际落实上级
精神、干好当前重点工作指明了具体路径。我们
要深入学习领会，结合工作实际，抓好贯彻落
实。

会议强调，要按照 4 月份重点工作安排及
《庆 祝 焦 作 市 人 大 常 委 会 设 立 40 周 年 活 动 方
案》 要求，对照各项工作计划，提前谋划、制
订具体活动方案，为各项活动开展提前作好准
备。

（上接A01版②）会议要求，要筹备好市十
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加强与市政府
及相关部门沟通衔接，提前准备好相关文字材
料，做好会务筹备和服务工作；要对 《关于推进

“四区+行业”人大代表联络站建设的指导意见
（试行）》完善修改后，及时印发文件，坚持市、
县、乡三级人大联动，合力推进“景区、园区、
社区、片区 （选区） ”和重点行业建立代表联络
站 （点） 并取得实效，着力创建一批特色化、品
牌化代表联络站，进一步密切让人大代表与人民
群众的联系。

（上接A01版③）以高质量的学习教育成果向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

传达学习了省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
精神，要求学习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和全国两会精神以及省政协主席刘伟在闭幕会上的
讲话精神，扎实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积极推进委
员读书活动等重点工作。

传达学习了上周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要
求认真领会会议精神，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4 月 6 日，国道 207 孟州至
偃师黄河大桥及连接线工程在加
紧施工。国道207孟州至偃师黄
河大桥及连接线工程位于郑州、
焦作、洛阳三市交界处，是国家
公路网规划南北纵线乌兰浩特至
海安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工程全
长18.39 公里，采用双向六车道
一级公路技术标准，设计速度
80公里/小时。目前，桥下部结
构全部完成，上部梁板预制完成
87%、架设完成78％，预计2021
年10月建成通车。

本报记者 刘金元 摄

（上接A01版④）县委宣传部还与县
总工会、县妇联筹备举办“中国梦·劳
动美·颂歌献给党”武陟县职工歌咏比
赛。

北郭乡作为武陟县第一个农村党
支部所在地和中共第一届武陟县委所
在地，具有丰富的红色资源和厚重的
革命历史文化，制作了 《身边的党

史》系列篇章分享到各个微信群，通
俗易懂的语言和大量的文字图片，将
身边的红色革命历史深植乡村党员干
部和广大群众心中。3月26日，德孝
之乡小董乡举办了“红色之声”大讲
堂第一讲，让广大党员了解到曾经发
生在身边的革命事迹，传承先辈红色
基因。谢旗营镇在开展“学党史国史”

文明实践主题演讲的同时，组织镇村
干部到北大段村修（武）获（嘉）武（陟）
抗日民主政府旧址，接受红色文化教
育。龙泉街道组织开展了党史学习教
育主题演讲比赛，75名机关工作人员
全部参加角逐，结合工作实际、亲身经
历，抒发所学所思所悟，表达了爱党、
爱国、爱集体的朴素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