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刚鑫雨） 10月 14日，我市城市管理提升工

作推进会在市委三楼会议室召开，平顶山市委常委、汝州市委书记陈天富出席

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要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进一步落实工作责任，对重点

区域细化任务，明确工作标准、措施要求和责任人员，以务实精细的举措补齐

短板，不断提高城市管理工作水平。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加强协同配合、

合力攻坚，完善网格化管理体系，确保责任无缺失、管理无漏洞、工作全覆盖，齐

心协力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要持续加强跟踪监督，推动问题全面整改，不断提

升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

市领导曲延辉、杨辉星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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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工作会议 10月 13日至 14日在北京召

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

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和实

际、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

作主、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好制

度，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

上的伟大创造，是在我国政治发展史乃至

世界政治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全新政

治制度。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工作，不断发展

全过程人民民主，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

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汪洋、王

沪宁、赵乐际、韩正，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出

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

委会委员长栗战书作总结讲话。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思主

义国家学说的基本原则，适应人民民主专

政的国体，有效保证国家沿着社会主义道

路前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国家一切

权力属于人民，最大限度保障人民当家作

主，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

有机结合起来，有效保证国家治理跳出治

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60多年来特别是改

革开放 40多年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党

领导人民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

期稳定奇迹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

习近平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

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

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战略全局出

发，继续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

践创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要求，

强调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必须坚持

用制度体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坚持

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

须坚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制度竞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

重要方面，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赢得战略

主动的重要优势。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制度

稳则国家稳，制度强则国家强。我们要毫不

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工作。

习近平强调，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维

护宪法权威和尊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要完善宪法相关法律制度，保证宪法确立

的制度、原则、规则得到全面实施，要加强

对宪法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地方各

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依法行使职权，保证

宪法法律在本行政区域内得到遵守和执

行，自觉维护国家法治统一。

习近平指出，要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律体系，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

治。要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把改革发展决策同立法决策更好结合起

来，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统筹立

改废释纂，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

领域立法。要发挥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

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深入推进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依法立法。

习近平强调，要用好宪法赋予人大的

监督权，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

督。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聚焦党中央重

大决策部署，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盼所愿，

推动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和

问题。要加强对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监督，

完善人大监督制度。各级“一府一委两院”

要严格执行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法

规和作出的决议决定，依法报告工作，自觉

接受人大监督。

习近平指出，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

用，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要丰富人大

代表联系人民群众的内容和形式，更好接

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各级人大常

委会要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支持和保

障代表更好依法履职。人大代表肩负人民

赋予的光荣职责，要站稳政治立场，履行政

治责任，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展现新时

代人大代表的风采。

习近平强调，要强化政治机关意识，

加强人大自身建设。各级人大及其常委

会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全面加强自身建设，成为自

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机关、保

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权力机关、全面

担负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的工作机

关、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代

表机关。

（下转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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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创文创卫成果 共建美好幸福家园

习近平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李克强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栗战书讲话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

伟 通讯员 张乐乐） 国家卫生城市

是城市卫生工作的最高荣誉。2017年，我

市成功创建为国家卫生城市，今年是第

一次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全市各级

各部门正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全力以赴

做好创卫复审各项工作，不断提升城市

形象和群众幸福指数。

自创卫工作开展以来，我市各项工

作始终按照国家卫生城市新标准、城市

发展新需要及群众对美好生活新需求，

不断自我加压，持续加大投入，迈上了一

个又一个新台阶。城市管理长效机制基

本形成，市容环境得到明显改善，群众健

康文明素养不断提高，为确保我市顺利

通过国家卫生城市复审打下坚实基础。

为顺利通过复审、捍卫国家卫生城

市荣誉，市委市政府多次召开了国家卫

生城市复审动员暨文明城市常态化工作

推进会议，号召全市上下立即行动起来，

全力以赴，攻坚克难，以饱满的热情和昂

扬的斗志，全面做好迎审各项准备工作。

为了捍卫国家卫生城市的荣誉，我

市使出了“杀手锏”，不管是市区还是城

乡接合部，齐心协力一起上。市领导深入

基层、现场办公，重点解决公厕改造、农

贸市场、“十乱治理”“五小行业”管理等

城市综合管理难题；全市各部门常态化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推进厕所革命，提升

农村环境卫生水平；与拆违拆临、防污治

霾、城市提升工程等相结合，改善城区环

境卫生面貌；与文明城市复审及常态化

建设相结合，坚持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突

击整治与长效管理相结合，把长效机制

建设贯穿于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全过

程；卫生健康部门强化卫生防病，加大重

点传染病防控工作力度，多措并举推进

新冠疫苗及流感等疫苗接种工作。同时，

积极开展病媒生物防治，普及卫生常识，

引导健康生活方式逐步形成。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通讯员 王丹涛） 为巩固

创城成果，从 9月 6日起，市城管执法局持续开展非机动车侵占人行道、

盲道专项整治行动，刚柔并济，大力整治非机动车乱停放这一“顽疾”。

长期以来，市区非机动车违停侵占盲道现象是城市秩序提升治理

的顽疾之一，不少市民习惯性地方便自己，见缝插针任性停靠，造成城

市盲道成为一段段“断头路”，失去原有的社会公益服务初衷。在整治过

程中，执法人员通过现场教育和取证拖移处罚相结合的处理方式，灵活

地治理非机动车乱停放这一“顽疾”，对不服从引导、拒不整改、多次违

停行为人的非机动车进行依法暂扣，引导市民做好非机动车辆停放工

作，努力做到还路与行、还路与民，有力地保障了城区交通道路环境有

序、顺畅。在整治现场，市民纷纷表示，非机动车乱停乱放容易造成交通

堵塞，存在交通安全隐患，也影响了城市形象，对其采取整治措施非常

有必要。

同时，针对非机动车违停行为，该局新增了一种处理方式———当事

人可选择化身“普法专员”，参加城市管理普法宣传学习和“考试”，在朋

友圈宣传“文明出行，规范停车”，集满 30个“赞”即可免除罚款。

让违法行为人“红红脸、出出汗”，以点对点、面对面的形式，扩大执

法宣传辐射面，让人行道禁止违停走进群众朋友圈、走进群众心里，积

极引导群众文明出行，切实强化群众文明意识，全力疏通违停管理工作

难点、堵点。

截至目前，该局已教育劝阻违停非机动车辆 1501台次，拖移严重

阻碍通行违停非机动车辆 668台次。

10月 15日，记者在市果品批发市场内看到，市场环

境干净整洁，车辆有序出入。每个经营档口水果的摆放也

错落有致，为市民创造了一个良好的购物环境。

陈晶 摄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有一首歌，唱了 72 年，依然

气势磅礴；有一面旗帜，挂了 72 年，依然盎然向上；有一种礼，行了 72

年，依然庄严肃穆；有一种誓言，高呼了 72 年，依然激情澎湃。”为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引导广大少先队员用实

际行动践行“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铮铮誓言，在喜迎中国少年先锋队

建队 72 周年之际，我市各级少先队组织广泛开展纪念少先队建队 72

周年主题队日活动。

临汝镇冯楼小学组织少先队员观看少年英雄影片剪辑《报童》《闪闪

的红星》《两个小八路》，引导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践行习近平总书记

对少年儿童的希望要求，不断深化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浓厚氛围。实验

小学丹阳校区举行了“献礼建队日，追梦红领巾”少先队建队日主题活

动，庆祝第 72个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日。寄料镇观上小学各班召开少先

队建队日主题班会，让学生了解少先队发展史，并举行了新队员入队仪

式。王寨乡胡庄小学少先队开展了“童心向党·我与祖国共成长”少先队

建队纪念日主题队会，为全体队员作了主题为《初心筑梦 强国有我》的

红色讲座，用手抄报、绘画、书法等形式，表达爱国之情，弘扬民族精神，

并为新队员举行入队仪式。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陈晶 通讯员 郭应莉） 今年是中国

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1周年，为进一步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学

习和发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10月 9日晚，市教体

局（体育）近 40名干部职工集体观看电影《长津湖》。

电影《长津湖》讲述了一个志愿军连队在极度严酷环境下坚守阵地奋

勇杀敌，舍生忘死、浴血奋战，发挥出了巨大的战斗力，创造了抗美援朝战

争中全歼美军一个整团的纪录，不仅有力地支援了朝鲜人民，稳定了朝鲜

局势，还捍卫了祖国的安全，也打破了美军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的幻想，为

我们整个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长津湖》以史诗般的电影艺术呈现长津湖战役这一史诗级战争，让我

们在大气磅礴、悲壮深情的叙事中，深刻感悟当年党中央和毛主席作出中

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重大决策的高瞻远瞩，深刻感受志愿军战士扛在肩

膀上沉甸甸的家国责任。

观影结束后，大家纷纷感慨，正是志愿军的流血牺牲、无私奉献，换来

了今天的山河无恙、家国安宁，并表示要铭记历史，继承先辈们的意志，传

承红色基因；努力奋斗，不负韶华，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勇担时代重任。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宋小亚） 10 月 14 日，省政府参事

关奇峰一行莅汝调研万人助万企工作。平顶山市政府副秘书长常勤

涛，平顶山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主任张新蕾，汝州市委副书记、市长韩

春晓陪同。

关奇峰一行先后来到天瑞集团中原大易科技有限公司、河南润灵科技

有限公司、汝州天瑞煤焦化有限公司等地，深入了解企业经营现状及未来

发展规划，听取企业文化、发展历程、重点项目介绍等，详细询问企业在发

展过程中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地方政府支持企业发展采取的措施。关奇峰

强调，开展“万人助万企”活动是省委、省政府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各级政

府和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上来。要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真情服务，扎实帮扶，切实把企业当前最盼望、最急于解

决的现实问题解决好。要持续增强企业发展信心，让政策动起来，让企业活

起来，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市领导刘国朝、姚军柱、陈万幸参加活动。

省政府参事关奇峰一行莅汝调研

我市各级少先队积极开展建队日系列活动

市教体局（体育）

组织干部职工观看红色电影《长津湖》

我市全力做好创卫复审工作

市城管执法局

刚柔并济治乱停放“顽疾”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黄旭

彤） 10月 14日，平顶山市委常委、汝

州市委书记陈天富主持召开八届市委

九次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在纪念辛亥革命 110周年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对老龄工作作出的重要

指示精神，省委书记楼阳生关于防汛救

灾工作的批示精神；传达学习全省民营

经济“强信心、挖潜力、促增长”活动动

员会精神；研究防汛救灾、疫情防控工

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事宜，并审议

相关文件。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春晓出

席会议。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辛

亥革命 11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思

想深邃，鼓舞人心、催人奋进，高度评价

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和重大意义，具

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针对性和指

导性。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真正学懂、弄通、

做实，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大力继承

和弘扬辛亥革命精神，扎实做好新时代

统战、拥军以及产业转型、项目建设、乡

村振兴、信访稳定等各项工作，推动全

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市委副书记陈淑雅，市委常委黄

彬、刘国朝、于伟、张义辉、康乐出席会

议，市领导李运平、李晓伟、张剑奇、李

鑫琪、鲁武国列席会议。

八届市委九次常委会会议召开

我市城市管理提升工作推进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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