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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祁博） 2月2日，市长张建慧带
领有关市直部门负责人，深入农贸市场、汽车站和
火车站，督导检查春节期间市场供应、食品安全和
安全生产等工作，要求有关部门强化责任落实，完
善制度措施，加大隐患排查整改力度，做好市场供
应，堵塞安全漏洞，为全市人民营造喜庆祥和安全
的新年氛围。副市长牛亚东参加。

张建慧首先来到雪苑路农贸市场，在食品检
测室详细了解市场食品安全检测措施，在摊位前
询问商贩近期水果、蔬菜、肉食等供应、销售和
价格情况，并检查了市场的消防设施设备，详细
询问应急管理措施。他要求，要做好春节期间的
市场供应，确保货源充足、价格稳定、食品安

全，满足市民节日消费需求。要做好食品检验检
测，加大抽检力度，确保食品安全。同时，要加
强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改力度，确保各类消防
设施设备正常运转。

随后，张建慧来到商运集团旅游客运公司，在
公司监控室的显示屏上察看在杭州务工人员回商丘
包车的运行情况和车内情况。张建慧要求，要坚持
旅客安全第一，做好人员、资金和配件保障，确保
各项安全措施落实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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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强对司乘人员的管理和教育，严
禁疲劳驾驶、超速驾驶。同时，运管部门要加强对
外来运输车辆的管理，保障运输市场秩序。

在商丘火车站，张建慧查看了旅客检票进站通
道、候车厅。

在督导检查中，张建慧还对市消防救援支队
提出要求。他说，安全生产须臾不可懈怠，要继
续落实监管责任，严管严查，紧盯问题，建立台
账，确保将各类隐患整改到位。要通过依法宣
传、警示约谈、严格执法等方式，调动企业履行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积极性。要通过严格的处罚
和执法，保证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到位、各项隐患
全面整改到位。要加大对重点行业、重点区域、
重点市场、重点仓储的检查整改力度，及时消除
各类安全隐患，为人民群众欢度春节营造欢乐祥
和的安全环境。

张建慧督导检查

春节期间市场供应、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工作

本报讯（记者 张博） 2月 2
日，市政协主席、商丘古城修复
性保护与展示工作指挥部执行指
挥长曾昭宝到商丘古城现场办
公，对古城旅游景点节日活动筹
备工作及安全工作进行检查。

曾昭宝一行先后来到城隍庙
商业片区、古城美食街、古城南
门里年货市场等地。在古城内城
隍庙，曾昭宝听取了相关负责人
对节日期间城隍庙活动的安排介
绍，查看了场地布置情况。曾昭
宝指出，要把节日期间的活动搞
活搞好，充分考虑百姓需求，把
活动办得热闹起来。在古城美食
街，他要求，要精细组织好春节
期间古城的四大活动，做好美食
一条街的专项规划，要按照突出

古城历史底蕴、文化气息和地方
特色的原则，结合商丘特色饮食
文化，做好美食街的改造提升。
随后，曾昭宝来到华商文化广
场，查看火神台庙会筹备情况，
了解应急预案准备、安保措施落
实等情况，要求务必把安全生产
放在第一位，确保市民过一个安
定、祥和的春节。

曾昭宝指出，春节将至，各
景区景点要增加喜庆氛围，防止
不法商人乱收费、乱加价行为。
各相关部门要始终绷紧安全这根
弦，要严之又严、慎之又慎，加
强安全管理，强化消防安全意
识，加强部门协调合作，把各项
工作制度落实到位，为人民群众
营造一个平安祥和的新春氛围。

曾昭宝到商丘古城现场办公

检查古城景点节日活动筹备情况

本报讯（记者 李道军） 2月2日，全市党的创
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推进会召开，主要是坚
持党管媒体、党管舆论、党管宣传原则，进一步凝
聚社会各界力量，引导人们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内容、核心要义、思想精
髓，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
里走，真正入脑入心，“飞入寻常百姓家”。市委书
记王战营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陈向平主持会
议。

市领导王全周、张弛、岳爱云出席会议。
王战营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

作会议上，站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
度，深刻阐释了新形势下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历史
方位和使命任务，对做好新形势下党的宣传思想工
作作出重大部署，强调指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
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加强传播手段
和话语方式创新，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
家”。这为我们进一步做好宣传思想工作提供了根
本遵循。要通过多种形式、多种途径、多种手段，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让这一党的创新理论走进千家万户，使广大
群众家喻户晓、入脑入心，更好地发挥强信心、聚
民心、暖人心、筑同心的作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

王战营强调，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
百姓家”，要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有关要求，在准
确、全面、系统、实效上下功夫，紧跟时代步
伐，把准思想动态，顺应群众呼声，自觉肩负起
宣传思想工作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
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为推动又好又快高质量
跨越发展、实现中原更加出彩奋斗目标贡献商丘更
多力量。

第一，必须坚持党管媒体原则。各级党委要切
实肩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提升政治站位，强
化政治自觉，树牢“四个意识”，落实“两个维
护”，确保党中央宣传思想工作各项决策部署不折
不扣落到实处。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抓、带头
抓，推动新时代新思想入脑入心，确保宣传思想工
作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党和人民的人手里。新闻
单位党组织要树牢“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的理

念，着力发挥核心引领作用，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推动工作、指导
实践。

第二，必须坚持弘扬党的创新理论。面对信息
技术的迅猛发展，主动拥抱新技术、掌握新技术、
运用新技术，把正确的方向导向、价值取向融入到
管理的全过程，使之为我所用、发挥优势。持续深
入宣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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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通俗化、语言群众化、形
式多样化、载体时代化上下功夫，把创新的理论和
思想变成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接受的通俗语言，以潜
移默化的方式让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转化为全
市人民的行动自觉。

第三，必须坚持人民立场。宣传思想工作是政
治工作，也是群众工作，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
众中去，摸清群众的思想实际、生活状况、接受习
惯、文化需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从群众中
来、到群众中去，用百姓话讲万家事，采用群众喜
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党的创新理论，少一些空泛说
教，多一些真情实感，不断提高理论宣传工作的吸
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让党的创新理论更接地
气，拉近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感情。

第四，必须坚持脚踏实地。要持续深化“走转
改”，将笔尖和镜头对准基层、对准群众，让新闻
更有“温度”，坚持“小成本、大情怀、正能量”，

“小切口”呈现“大主题”，创作贴地皮、冒热气、
粘泥土、带露珠的鲜活作品，更好地强信心、聚民
心、暖人心、筑同心。要持续用“党的创新理论万
人千场宣讲进基层”活动载体和“三·五”基层工
作日平台，用富有时代气息的文字、催人奋发的镜
头、鼓舞人心的声音，深入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央、省委各项决策部署，深
入宣传我市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生动实践
和显著成绩，让党的创新理论家喻户晓、人人皆
知。 （下转3版）

市委书记王战营强调

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
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要通过多种形式、多种途径、多种
手段，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让这一党的创
新理论走进千家万户，使广大群众家喻
户晓、入脑入心，更好地发挥强信心、
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的作用，为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
大精神力量

■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
姓家”，要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有关要
求，在准确、全面、系统、实效上下功

夫，紧跟时代步伐，把准思想动态，顺
应群众呼声，自觉肩负起宣传思想工作
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
形象的使命任务，为推动又好又快高质
量跨越发展、实现中原更加出彩奋斗目
标贡献商丘更多力量

■必须坚持党管媒体原则；必须坚
持弘扬党的创新理论；必须坚持人民立
场；必须坚持脚踏实地；必须坚持与时
俱进；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打
造高素质专业化新闻工作队伍

本报讯 （记者 李道军） 2 月 2
日，市委书记王战营到市直新闻单位
调研，慰问值班工作人员，向全市广
大新闻工作者表示衷心感谢，致以新
春祝福。他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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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举旗帜、聚
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使
命任务，坚持守正创新，加强媒体融
合，为商丘又好又快跨越发展凝聚强
大精神力量。

市领导陈向平、王全周、张弛、
岳爱云参加调研。

王战营一行首先来到商丘日报报
业集团，听取报业集团负责人汇报一
年来的工作，演示新媒体系列产品，
关切询问融媒体中心建设有关情况。
在编辑中心，王战营慰问了值班编
辑、记者，向大家祝贺新春。王战营
要求，报业集团在做好报纸主业的同
时，要创新思维和办法，大胆采用新
技术、新体制、新模式，加强新媒体
矩阵建设，及时把市委、市政府的声
音传递到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心中。要
对接市政府信息平台，第一时间将市
委、市政府的政务资源制作成热点新
闻，增强时政新闻的影响力和吸引
力。要将中央、省委、市委的决策部
署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鲜活新闻，
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报道出来，做好联
系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桥梁与纽带。

随后，王战营一行来到商丘广播
电视台，观看了“打工直通车”终端
演示，听取了商丘广播电视台负责人
的工作汇报，到新闻中心、主持人部
慰问值班人员，向大家表示感谢。在
这里，王战营现场连线了走基层记
者。“王书记，我们现在在新城办事处
金世纪社区采访。今天上午，商丘市
艺术家们开展的‘送文艺进万家新春
走基层’活动在这里举行……”现场
记者向王战营报告采访情况。“你们辛
苦了。我们来看望大家，天气这么
冷，你们还坚持在基层一线采访，谢
谢你们。”王战营几句简单的暖心话
语，赢得了广电中心连线现场一片掌
声。

调研中，王战营说，新春佳节来
临之际，我们看望大家，通过你们向
全市新闻工作者致以新春祝福，祝大
家新春愉快、万事如意、阖家幸福。
过去的一年，广大新闻工作者深入宣
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确保中央、
省委的一系列决策部署在商丘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付出了辛勤努力，我代
表市委、市政府向你们表示衷心感谢。

王战营寄语全市新闻工作者，要
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
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立
足新方位、找准新坐标、注重新创
造、深化新作为、强化新担当，坚持
守正创新、加强媒体融合，凝聚起商
丘又好又快跨越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为实现中原更加出彩的奋斗目
标作出更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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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日，在神火大道与长江路交叉口，商丘首座5G基站
市委站通电运行，并顺利通过5G网络测试，这标志着商丘开
始迈向5G时代。据介绍，相比4G网络，5G网络具有下载速

度更快、网络时延更低、连接密度更高的特征。
本报记者 邢栋 摄 2月2日，临近春节，在金世纪广场，市民自发组织排练节目，喜气洋洋迎新春，

高高兴兴过“猪”年。 本报记者 邢栋 摄

【编辑 王义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