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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通讯员 张旭佳） 国庆长

假期间，市商务局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市场供需一线，做好生活必需品保

供稳价工作，确保我市居民消费安全，保证市场供应充裕。

为做好节日期间市场保供稳价工作，该局前期进行了专题调研、全

面部署。组织各重点市场保供企业，通过数据研判，精心组织安排适销商

品，及时做好应急商品供应产销衔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

的消费需求，确保节日期间市场供应充足、稳定有序。

根据节日期间市场消费特点，该局及时引导各类市场主体，积极组

织货源，增加适销对路的商品品种，提早备足日用消费品和副食品货源，

着力保障粮、油、肉、菜、禽、蛋、奶等生活必需品及成品油市场供应充足。

为确保节日市场供应，主要商贸企业对生活必需品节前进行了重点采

调，各加油站点也备足了货源，并严把商品质量关，杜绝伪劣商品进入，

让市民放心消费。

10月 1日至 7日，该局启动生活必需品市场监测日报，督促汝州市

全嘉商贸有限公司（汝州市老城超市）、汝州市汇省客商贸有限公司通过

商务部业务统一平台生活必需品监测应用报送当日价格及前一日销售

情况，并适时关注有无产品抢购、脱档断档现象，根据市场动态，加强市

场分析并报送至省商务厅。

按照省商务厅、我市关于双节期间工作部署，该局严格落实 24小时

值班制度，确保通信联络通畅。随时关注异常天气、突发事件对市场供应

的影响，并适时统计我市各大商超的供应商信息，确保紧急情况下市场

供应稳定。

该局安排工作人员每天对商超、加油站安全生产及市场保供情况进

行检查，要求企业负责人切实落实企业的主体责任，做好日常隐患排查

及市场保供，定时进行全面消毒、通风，服务人员每日测量体温并佩戴口

罩，为广大市民提供安全放心的购物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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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节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通讯员

丁亚伟 杨俊英） 最美不过夕阳红，重阳佳节乐彤

彤。值重阳节来临之际，南关社区组织广大戏曲爱好者

来到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和住在这里的 20余名老人欢

聚一堂，开展“唱红歌感党恩”九九老年节活动。

活动中，老人们献唱的《我和我的祖国》《歌唱祖

国》等一曲曲耳熟能详的红色经典歌曲轮番上阵，嘹亮

的歌声、熟悉的旋律一下子就把大家带回到热血青春

的年代，有的老人不由地打着拍子哼了起来。

社区文化合作社的戏曲爱好者也纷纷登台，《一家

人》《祖国的大建设一日千里》等又把大家的情绪带到

了高潮，引得在座的老人们掌声连连，纷纷感叹国家日

新月异的变化。

心与心的距离近了，动人的旋律和情真意切的演唱

深深地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党员李奶奶说：“这一首

首曲子唱的都是我们熟悉的故事，我们为自己参加过祖

国建设而自豪。虽然现在我们年龄大了，但不论到多少

岁，我都要和祖国一同成长，也祝祖国繁荣富强！”

自编自演的节目让在场的老人目不暇接，现场气

氛热闹非凡，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与此同时，社区居

委会还为社区 90岁以上的 11名老人发放毛毯、毛巾

被等物品，向老人表示节日的祝贺，并祝老人健康长

寿。

“我们通过开展重阳节活动，既传递了党和政府的

温暖，架起党群‘连心桥’，又弘扬了中华民族尊老、敬

老、爱老、助老的传统美德，营造出浓厚、和谐的节日氛

围，进一步提升老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社

区党支部副书记刘永强说，“新时代的社区工作，我们

将更加关爱老年人，让每一位老人都能生活得安心、静

心、舒心，都能健康长寿、安享幸福晚年”。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郭怡迪） 10月 13日上午，重阳佳节

来临之际，临汝镇小山沟村在村道德

广场举办一年一度的晒被子活动。

小山沟村目前 70岁以上老人共

计 100 人，比去年新增 8 人,其中 70

岁—79岁老人 68人，80岁—89岁老

人 29人，90岁以上老人 3人，当天共

有 78名老人参加活动，活动现场展

出了 78条五颜六色的大棉被。

晒被子活动是小山沟村的老传

统，每年重阳节，家里有老人的村民

都要带上老人以及老人的被子来到

村广场，把老人的被子晾晒出来，编

上号让大家来评选，谁家老人的被子

保暖、软和、漂亮谁就得奖，要戴红花

受表扬，谁家的被子不像回事要被大

家笑话的。说的是晒被子评比，其实

评的是晚辈的孝心，目的是弘扬中华

民族“尊老、爱老、敬老”的优良传统

美德。

“莫道夕阳近黄昏，最美不过夕

阳红”。在这喜庆的日子里，小山沟村

两委会为全村老人送去了精心准备

的礼物，也为老人们送去了节日的祝福。小山沟

村两委会干部表示，晒被子活动会持续办下去，

在全村上下形成尊老、爱老、敬老的良好氛围。

通过晒被子活动不仅要晒出小山沟人的家庭和

睦、尊老爱老、邻里团结，而且要晒出小山沟村

的富强、文明、和谐、美丽，更要晒出小山沟村村

民的幸福。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亚萍 通讯员

马帅强） 10月 14日，恰逢一年一度重阳佳节，汝南

街道粪堆赵村第 25期以“九九重阳，孝老敬亲”为主题

的饺子宴如期开宴，全村上下为村里 70岁以上老人举

办的传统美食宴席，既暖胃又暖心，欢声笑语中孝道之

花悄然绽放。

饺子宴开始之前，在村文化大舞台上，全村的老人

齐聚一堂，志愿者为老人们端上鲜奶、水果，大家围坐

在桌前喝鲜奶、吃水果、唠家常、看戏曲，其中的戏迷们

还上台演唱一曲，博得村民们的阵阵掌声。

几十名志愿者一齐下手，忙着和面、擀皮、拌馅，大

家根据各自强项，自觉分工合作，忙得不亦乐乎。到了

午饭时间，一碗碗热腾腾的饺子端到了老人面前，老人

们边吃着美味的饺子边拉家常，岁月的褶皱里充满了

满满的幸福。

据介绍，自 2018年以来，粪堆赵村每月开展一期

“孝老敬老”饺子宴，通过把村里 70岁以上老人聚集在

一起吃饺子、喝牛奶等方式，让尊老、爱老、敬老、孝老

成为村里的一种时尚，使孝善文化在粪堆赵村落地开

花。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通讯员

王文璐）“在座的老领导、老同志们，一些曾担任过

医院的领导干部，一些曾是医院的技术骨干，一些曾

是爱岗敬业的‘老黄牛’，虽然大家先后离开了工作岗

位，但始终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医院各项工作的开

展，在医院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大

家这种奋斗不止的高贵品质和奉献精神，既是医院发

展的宝贵财富，更是全院全员学习的楷模。”10 月 14

日上午，在市第一人民医院大会议室内，退休老领导、

老同志们欢聚一堂，或追忆往事，或感慨今朝，欢声笑

语不断，特别是该院党委书记胡现增的一席话，为参

加老干部座谈会的老领导、老同志们，带去了深深的

敬意和浓浓的暖意。

金秋十月，秋风送爽。为庆祝中华传统节日，弘扬

尊老、爱老、敬老、助老的优良传统，营造“老有所乐、老

有所为”的和谐氛围，在重阳节之际，该院特召开“九九

重阳节”老干部座谈会，让离退休老干部们齐聚一堂，

共叙情谊、畅所欲言，共谋医院未来发展。

“院党委对我们老同志关心关爱有加，让我们在晚

年时光里，充分感受到医院这个大家庭的温暖。”座谈

会上，张金营、邢志敏、张全兴、史根银、尹献果几位老

领导、老同志在发言中，对医院近几年所取得的成绩感

到欣慰和自豪，同时，也让他们深刻感受到组织的温

暖、关怀、重视与尊重。尹献果同志的一句“我想死你们

了”，更是引起了全场老姐妹、老朋友们的热情回应，将

座谈会推向了又一个高潮。

胡现增代表医院全体医务工作者，向各位老领导、

老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节日的祝福，并汇报了近年

来医院发展建设取得的成就和下一步工作计划。他表

示，老领导、老同志是医院发展的参与者、见证者和亲

历者，要像对待家长一样对待他们，保持敬重之心，倾

注关爱之情，全力做好服务保障，让他们在政治上更有

荣誉感、组织上更有归属感、生活上更有幸福感。希望

各位老领导、老同志继续保持乐观心态，力所能及地为

医院各项事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谱写“夕阳无限好”

的精彩篇章。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10月 14日上午，市商务局组织该局离退休老

干部一起登高游赏云堡妙境项目，感受我市乡

村旅游项目蓬勃发展现状，体验大美汝州秀丽

景色，激发老干部热爱汝州、发挥余热的壮志

情怀。

当日上午 9时，老干部们统一乘车赶往云

堡妙境，大家一路欢声笑语，领略沿途风光，谈

论汝州近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在云堡妙境项

目区域，大家缓缓登山，饶有兴趣地参观了古

寨内的咖啡厅、歌厅、汝瓷展厅等设施，对古寨

的保护性开发成果发出由衷赞叹。在参观别具

一格的现代化山居民宿项目时，对项目独特的

设计理念和良好的市场运营现状，纷纷予以肯

定和赞赏。大家纷纷表示，今天看了这个优秀

的招商引资项目，感到心情振奋，对汝州未来

的发展充满信心，回去后将尽力宣传好汝州，

为推动汝州各项事业发展作出力所能及的贡

献。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浩然 通讯员

毛远恒 李翠翠） 在传统佳节重阳节到来之际，煤山

街道开展了一系列主题活动，在辖区营造了浓厚的节

日氛围。

10月 14日上午，在街道机关重阳节老干部座谈会

上，街道领导向退休老干部们表达了诚挚的问候和美

好祝愿，详细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状况和身体健康情

况，还为他们送上了节日纪念品。

在西东社区举办的“献爱心、送温暖”活动中，35名

70岁以上老人齐聚一堂，社区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老

人们定制了团圆月饼，并准备了精彩的文艺节目和丰

盛的午餐。

望嵩社区举办了社区老年人茶话会，并开展了防

诈骗知识讲座，将不法分子针对老年人实施的诈骗套

路一一进行了讲解，提醒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提高警惕、

安全消费。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浩然 通

讯员 郭艳霞） 10月 14日，市住房保障管理

中心联合市人民医院、老实人水果店、MG美发

造型店等志愿者团队，在向阳安居小区开展了

重阳节关爱老人系列活动，为老人们义诊、宣讲

急救知识、义务理发，还送上了热腾腾的银耳八

宝粥，让小区老人度过了一个快乐、幸福的重阳

佳节。

平顶山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莅汝调研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吴伟伟） 10月 14日，平顶山市委组

织部三级调研员、市委党史学习教育联络指导组组长赵光耀带领平顶山

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人员莅汝进行调研。当日，在听取了

我市党史学习教育活动总体情况的工作汇报后，赵光耀一行又来到汝行

集团、融媒体中心、洗耳河街道南关社区、南关小学、经开区等地实地察

看。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市长、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任曲延辉陪同。

汝州市工业企业冬季有序用电工作推进会议召开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崔延超） 10月 13日，市产业集聚

区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姚军柱主持召开汝州市 2021年工业企业冬季

有序用电工作推进会议，集中传达省、平顶山市 2021年冬季有序用电会

议精神，安排部署我市工业企业有序用电工作。市领导翟礼明出席会议，

市发改委、工信局、小屯镇、蟒川镇等单位负责人和天瑞水泥、天瑞铸造、

巨龙生物等十余家企业负责人参加会议。

近日，在市中等专业学校的实训教室里，学

生们正在练习刀功。该学校先后与京东电子商

务、北方汽修、钓鱼台烹饪、河南九派等 20 余家

企业开展深度校企合作，为毕业生从事体面工

作、拿高额工资提供保障。 张亚萍 摄

商务局

加强市场监测 保供稳价生活必需品

向阳小区老人欢度节日

南关社区：九九重阳节 红歌感党恩

粪堆赵村：饺子宴“孝老敬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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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指出，要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

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把人大工作摆在重

要位置，完善党领导人大工作的制度，定期

听取人大常委会党组工作汇报，研究解决

人大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要支持人大及其

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开展工作，指导和督

促“一府一委两院”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各

级人大常委会党组要认真执行党的领导各

项制度，落实好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习近平强调，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

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

持的重要理念。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

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

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

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

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

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

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

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

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

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

制约和监督。

近平指出，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

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

的问题的。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关键在于

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要看人

民有没有投票权，更要看人民有没有广泛

参与权；要看人民在选举过程中得到了什

么口头许诺，更要看选举后这些承诺实现

了多少；要看制度和法律规定了什么样的

政治程序和政治规则，更要看这些制度和

法律是不是真正得到了执行；要看权力运

行规则和程序是否民主，更要看权力是否

真正受到人民监督和制约。如果人民只有

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只

有竞选时聆听天花乱坠的口号、竞选后就

毫无发言权，只有拉票时受宠、选举后就被

冷落，这样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

习近平强调，民主是各国人民的权利，

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一个国家是不是

民主，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

应该由外部少数人指手画脚来评判。国际

社会哪个国家是不是民主的，应该由国际

社会共同来评判，而不应该由自以为是的

少数国家来评判。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

可能千篇一律。用单一的标尺衡量世界丰

富多彩的政治制度，用单调的眼光审视人

类五彩缤纷的政治文明，本身就是不民主

的。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深

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出全过

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我国全过程人民

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

的参与实践。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

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

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

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

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

义民主。我们要继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

建设，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

到党治国理政的政策措施上来，具体地、现

实地体现到党和国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层

级工作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人

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工作上来。

习近平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

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

要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扩大人民有序政治

参与，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保证人民依法享

有广泛权利和自由。要保证人民依法行使

选举权利，民主选举产生人大代表，保证人

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落实

到人大工作各方面各环节全过程，确保党

和国家在决策、执行、监督落实各个环节都

能听到来自人民的声音。要完善人大的民

主民意表达平台和载体，健全吸纳民意、汇

集民智的工作机制，推进人大协商、立法协

商，把各方面社情民意统一于最广大人民

根本利益之中。

栗战书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精神作了总结讲话。他指出，习近

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从完善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明确提出新

时代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的指导思想、重

大原则和主要工作，深刻回答新时代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和完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

践问题。讲话丰富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

内涵、理论内涵、实践内涵，是一篇充满马

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纲领性文献。

栗战书强调，要全面、认真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旗帜鲜明、坚定

不移贯彻落实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最高政治

原则，确保人大各项工作都在党的领导下

进行；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始终坚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这一根本

方向；高举人民民主的旗帜，发挥好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作为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

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围绕党和国家工作

大局开展人大工作，切实做到党和国家工

作重心在哪里，人大工作就跟进到哪里，力

量就汇聚到哪里，作用就发挥到哪里；切实

做好人大代表工作，使发挥各级人大代表

作用成为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要着

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让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要全面加强人大自身建设，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努

力打造让党中央放心、人民群众满意的政

治机关、国家权力机关、工作机关、代表机

关。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

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等出席会议。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和人

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副省级城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有关人

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

同志，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各专门委员会、

常委会工作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

会议。

●10月 12日，舞钢市老促会会长高宝山等一行 7人，到我市交流老

区建设工作的做法和经验。汝州市老促会会长樊占营介绍了汝州市老促会

近期的工作情况，随后先后到中原军政大学旧址、汝瓷博物馆、城市中央公

园、滨河公园、沙滩公园进行了参观考察。 袁旭奇

●10月 14日，平顶山市租赁管理所一行 7人到我市观摩学习房屋

租赁管理工作的先进经验和做法。房产中心负责同志向观摩团介绍了我

市房屋租赁市场目前现状、主要做法及下一步工作思路，针对房屋租赁市

场日常管理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双方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李铭洋 吴浩哲 张爱云

●近期，市交通运输局通过精心筹备、宣传动员、考场勘察选定、组织

竞赛等系列工作，组织全市 21所驾校推荐的 42名教练员参加了 2021年

河南省机动车教练员职业技能竞赛汝州赛区选拔赛，海风、梨园两所驾校

机动车教练员代表汝州市参加，经过激烈角逐，取得优异成绩，该局荣获

了团体二等奖。 陈跃强 王虹桥
●为贯彻落实好《汝州市学校法治副校长聘任与管理工作意见（实

行）》文件精神，充分发挥法治副校长的职能作用，做好学校青少年法治宣

传教育工作，10月 13日下午，汝州市普法办常务副主任、司法局办公室

主任尚俊卿受邀为汝州市特殊教育学校的 100余名师生上了一堂生动的

法治课。 许艳芳
●10月 13日，巩义市交通运输局到汝州市交通运输局考察，就财务

管理和邮政管理等相关工作进行观摩学习，双方就财务管理及邮政市场

监管工作进行了详细交流。 薛晓鹏
●10月 14日，蟒川镇杨沟村五福乐园热闹非凡，汝州孝贤书院、汝

州图南太极艺术中心的志愿者来到这里，为孤寡老人、留守老人包饺子，

演节目，陪伴老人度过一个快乐的节日。 马鹏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