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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祁 博） 2 月 12
日，市长张建慧带领有关部门负责
人，就春节期间市场供应、食品安全
和安全生产等工作进行调研督导，要
求有关部门提高认识、落实责任、狠
抓严管，确保春节期间我市市场供应
充足、物价稳定，不发生食品安全和
安全生产事故，为全市人民营造喜庆
祥和安全的新年环境，不断提升群众
的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

当日是农历腊月二十七，南京路
安奇乐易购物超市里热闹非凡，购置
年货的市民摩肩接踵。刚进入超市，
张建慧就向消防部门负责人询问消防
安全疏散问题，了解到疏散通道及相

关设施符合标准后，张建慧对其消防
安全工作给予了肯定。他说，超市里
人员密集，务必保证消防安全通道顺
畅。要设置和划定明显的疏散标识，
确保在紧急情况下市民能够快速安全
有序撤离。要做好消防安全设施的检
查和维护，务必保证喷淋、扩音等设
备正常运转。要安排专职人员做好夜
间消防值班和巡查，务必确保夜间消
防安全。随后，张建慧来到超市的蔬
菜区、肉食区和水果区查看，要求超
市和相关部门要保障春节期间的商品
供应，确保物价平稳、食品安全，满
足市民节日生活消费需求。

商丘中心汽车站迎来了旅客发送

高峰。在这里，张建慧详细了解了车
站春运安全措施及安全管理制度落实
情况，查看了安全设施设备的配置和
运转情况，询问了场内商户相关消防
安全知识。张建慧说，车站内人员
多、流通量大，要做好进站旅客的安
全检查和秩序维护，杜绝“三品”进
站，严防踩踏事故发生。要严格落实
车辆例行检查、维修和保养规定，杜
绝车辆“带病”上路，严禁超载超
员，确保旅客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
对司乘人员的管理和教育，严禁疲劳
驾驶、超速驾驶。要创新服务方式，
着力提升服务管理水平，不断满足市
场新需求。

张建慧调研春节期间
市场供应、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工作

本报讯（记者 王正阳）金鸡辞
旧岁，瑞犬报春来。2月 12日下午，
市行政中心三楼大会堂内欢歌笑语、
喜气洋洋，市委、市政府2018年春节
团拜会在这里举行。全市各级领导和
社会各界人士欢聚一堂，互致良好祝
愿，共话美好未来。

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建慧，市党
政军领导陈向平、周树群、姚龙其、
吴祖明、王全周、杜新军、张弛、张
卫东等出席活动。

张建慧在团拜会上代表市委、市

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向全市广大人
民群众致以新春的问候和美好的祝
愿。他说，一年来，在省委、省政府
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我们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紧紧围绕“六区一中心”工作
思路和“4233”奋斗目标，统筹推进
各项工作，全市生产总值和城乡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均居全省第 1
位，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居全省前
列，实现了“三个高于”“三个同

步”的奋斗目标。新的一年，我们
将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坚持高质量发展根本
要求，认真落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一方案十专案”，坚决打好决胜全
面小康三大攻坚战，强力推进国家
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统筹推进各项
工作，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跨越发
展，努力让全市人民的生活一年更比
一年好、一年更比一年强。

（下转2版）

市委市政府

举行2018年新春团拜会

本报讯（记者 李道军） 2月 12
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2017
年度全市意识形态工作汇报；传达学
习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十届省
纪委三次全会，全国、全省“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工作会议，全省党委秘
书长、办公厅（室）主任会议，全省
宣传部长会议，全省统战工作会议精
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
记王战营主持会议。

张建慧、陈向平、姚龙其、吴祖
明、王全周、杜新军、赵凤刚、罗
军、张弛出席会议。周树群、李建
仓、王凤翔列席会议。

会议强调，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
工作领导权，加强思想政治引领，不
断提高党员干部的学习力；严格落实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不断增强党的
领导力；牢牢掌握主流意识形态工作
话语权，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加强
网络意识形态阵地管控，不断增强党

的创造力；构建意识形态工作大格
局，不断增强党的凝聚力。要深刻领
会精神实质，切实把思想统一到中央
纪委、省纪委全会精神上来；以党的
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驰而不息整治

“四风”，推动中央八项规定和实施细
则精神落到实处；用严明的纪律管党
治党，持之以恒推进纪律建设；持续
深化标本兼治，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
性胜利；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增
强自我净化能力；加强自身建设，打
造让党放心、人民信赖的纪检监察干
部队伍。开展新一轮的“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
大决策部署，务必提高政治站位，务
必准确把握坚决执行政策，务必形成
工作合力，务必落实主体责任，自觉
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重大政
治任务抓紧抓好、抓出成效。

会议充分肯定了全市党委办公室

系统去年工作成绩，强调2018年要在
“马上办抓落实”推动党委和党委办
公室工作上再下苦功夫，持续发挥参
谋助手、综合协调、督促检查、后勤
保障作用，持续推动“三·五”基层
工作日，持续“马上办抓落实”，全
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办公室工作队
伍。就贯彻落实全省宣传部长会议精
神，会议强调，要按照中央和省委、
市委的决策部署，突出加强党对十九
大精神宣传工作的领导，构建多方参
与的大宣传格局，突出抓好宣传工作
的重点任务，积极推进宣传工作体制
机制创新，建设一支素质过硬的宣传
干部队伍。就贯彻落实全省统战工作
会议精神，会议强调，全市统战部门
在凝聚力量增进共识上要有新高度，
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上要有新作为，
在重点工作创新上要有新突破，在民
族宗教安全稳定上要有新认识。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听取2017年度全市意识形态工作汇报

传达学习全国、全省有关会议精神
本报讯（记者 崔 坤）在新春

佳节即将来临之际，带着对困难群众
的关心和牵挂，2月12日，省政协副
主席、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谢玉安
到虞城县慰问部分困难企业、困难群
众和敬老院老人，向他们致以新春问
候和美好祝愿。

杜集镇欧斯达纺织有限公司主要
经营缝纫线制造、出口业务，因原材
料不断上涨、产品价格不断下滑，造
成效益下滑，企业资金紧张。谢玉安
对企业负责人说，困难是暂时的。要

进一步树立信心，加大技术改造力
度，扩大产品销路，提高自我发展能
力，在党委、政府的帮扶下努力渡过
难关，实现更大发展。

“年货都准备好了吗？”“给大家
拜年啦！”谢玉安先后慰问了杜集镇
史桥村困难复员军人史景礼、特困
群众史志轩、困难党员田图志。
每到一户，他都走进卧室、厨房
仔细查看，并关切地询问困难群
众的生活情况。他反复叮嘱当地
干部，要把扶贫帮困工作落细落

实，实现困难群众不愁吃、不愁穿，
让他们真正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与
温暖。

在黄冢乡秦楼村敬老院，谢玉
安向老人们亲切问好、拜年，并到
他们的宿舍查看床上的被子厚不厚
实，到食堂详细了解他们的伙食、
营养等情况。谢玉安感谢敬老院工
作人员的辛勤劳动，希望他们再接
再厉，照顾好老人的生活起居，把党
和政府的温暖实实在在地传递给每一
位老人。

省政协副主席谢玉安到虞城县

慰问困难企业和困难群众

本报讯（记者 黄业波） 2月 12
日，副省长徐光到睢县慰问困难群
众、困难党员、优抚对象、孤寡老
人，查看该县扶贫车间及光伏电站运
行情况。副市长倪玉民陪同。

徐光首先来到董店乡董西村困难
群众祝敬勋家中慰问。祝敬勋今年
69岁，属分散五保户独居，还有脑
梗塞、冠心病，2014 年因病致贫被
纳入兜底扶贫户。徐光与老人拉起家
常，仔细询问、了解他的生活和身体

情况，并祝福祝敬勋晚年生活幸福。
在困难老党员、退伍军人、现年 79
岁的罗学正家中，徐光对老人在党和
政府的关心照顾下安享晚年生活表示
欣慰，特别对罗学正晚年继续发挥余
热、当好党的方针政策基层宣传员的
做法给与高度评价。

在帝丘乡帝丘东村，徐光先后走
进优抚对象石昆亮、困难群众林广友
家中嘘寒问暖，为他们送上慰问品和
慰问金。随后，徐光实地查看了阙庄

村扶贫车间及该村光伏电站运行情
况，勉励乡村干部、扶贫车间项目负
责人心系百姓办实事好事、脚踏实地
做好脱贫攻坚工作。

随后，徐光来到城关镇南村困难
党员牛献枝、困难群众王玉凤家中慰
问，为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温暖和新
春的祝福。在睢县中医院康宁颐养中
心，徐光一行现场观看了医护人员和
老人共同演出的新春联欢会。他祝福
老人们在这里颐养天年、新春愉快。

副省长徐光到睢县

慰问困难群众和优抚对象

本报讯（记者 李道军） 2月 12
日，市委书记王战营来到民权县花园
乡赵洪坡村，慰问困难群众和驻村工
作队员，向他们致以新春佳节的问候
和祝福，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
暖。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吴祖明参
加慰问。

在赵洪坡村村室，王战营走进驻
村第一书记麻进磊住的房间，一边查
看他的生活起居情况，一边询问赵洪
坡村脱贫攻坚工作进展情况。王战营
说，春节就要到了，按照省委要求，

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你和全市驻村
工作队员拜年，祝你们新春愉快、阖
家幸福、万事如意；向你们扎根一
线，为全市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作出
的贡献表示感谢。希望你们在新的一
年里再接再厉，取得更大成绩，为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新商丘作出新的更大贡献，让
党放心、让人民满意。

接着，王战营又来到贫困户李孝
思、崔世峰家中慰问，送去慰问品，
致以新春祝福。在贫困户家中，王战

营认真查看“六改”工程带来的新变
化，与贫困户亲切交谈，嘱咐他们坚
定脱贫信心、探索脱贫路子，有什么
困难和问题及时向帮扶责任人和村干
部反映，争取早日脱贫，与全省、全
国人民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王战
营要求，春节将至，县、乡、村干部
一定要关心困难群众的生活，让他们
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让广
大农民群众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赶上
来，齐心协力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努力实现乡村振兴。

王战营到民权县赵洪坡村

慰问困难群众和驻村工作队员

本报讯（记者 孔 慧） 2月 12
日下午，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2017
年度民主生活会。市人大常委会党组
书记、主任周树群主持会议并作总结
讲话，刘沛、王琦、刘兵、金世超出
席会议。

会前，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研究制
定了民主生活会方案，认真组织专题
学习，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党组成员深
入开展谈心谈话、撰写班子和个人对
照检查材料。会上，周树群首先作对
照检查，党组其他成员逐一作对照检

查并相互提出批评意见，交流了思想，
锤炼了党性，达到了预期效果。

周树群指出，这次民主生活会强化
了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坚定维护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思想自觉、政
治自觉，树立了常委会党组成员以身作
则、以上率下、从严从实加强自身建设
的标尺。下一步，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
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坚决执行

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的决议
决定，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不
断推动人大制度和人大工作与时俱
进。要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和省委、市委实施细则，落实
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新部署新要
求，以永远在路上的韧劲锲而不舍抓好
作风建设。要集中精力抓好本次民主
生活会整改措施的落实工作，切实做到
责任明确到位、措施落实到位、问题解
决到位，以整改落实的成效推动人大工
作持续创新发展。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2017年度民主生活会
周树群主持会议并作总结讲话

本报讯 （记者 孔 慧） 2 月 12
日上午，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
会议，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
和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精神。市人
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周树群主持
会议并讲话，刘沛、王琦、刘兵、金
世超出席会议。

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全会的重

大意义，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修改宪法
的重大决策上来。要深入开展尊崇宪
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
法、运用宪法的宣传教育活动，大力
弘扬宪法精神和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不断增强宪法意识，自觉维护宪法权

威，保障宪法实施。要以这次宪法修
改为契机，更好地履行人大在保证宪
法实施中的法定职责，加强科学立
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各环节工作，全面提升法治商丘建设
水平。

会议指出，刚刚闭幕的省十三
届人大一次会议，是一次民主、团
结、和谐、奋进的大会，也是一次
维护核心、凝聚人心的大会。我们
要把学习贯彻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
议精神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以贯彻会议精神为契机，结合商丘
人大工作实际，把握工作重点，坚
持问题导向，找准薄弱环节，着力
解决突出问题，围绕全市工作大
局，充分发挥人大常委会职能作用
和工作优势，推动市委各项决策部署
落到实处。

周树群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
和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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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娅飞）彩凤辞旧，金犬迎
新。2月 12日晚，商丘市 2018年春节联欢晚会在
市体育馆精彩上演。市领导王全周、王琦、岳爱
云、陶青松等与千余名群众欢聚一堂，在轻松祥
和的欢笑声中共同庆祝新春佳节的到来。

整台晚会分为“新时代”“新征程”“新商
丘”三个篇章，15 个节目涵盖歌舞、戏曲、快
板、小品、情景剧、杂技等。晚会在舞蹈《狗娃
闹春》的热闹氛围中拉开序幕。华美的灯光、欢
快的节奏、优美的舞姿、喜庆的气氛，展现了商
丘人民欢天喜地迎新春的欢乐场景。歌舞《新时

代的领路人》、群口快板《新字歌》、舞蹈串烧、
杂技《步步高》、大型舞蹈《旭日照亮新征程》、
歌曲联唱《熠熠星辉》、小品《光照农家》、情景
剧《青春的约定》、歌舞《古都商丘我家乡》等一
个个精彩节目轮番上演，掀起了晚会阵阵高潮，
赢得现场观众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台上台下一
片欢声笑语，处处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气氛。

图为演员在演唱歌曲《新时代的领路人》。
本报记者 魏文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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