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戴光武） 近日，平顶山市人

民政府公布第四批平顶山市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我市申报的 13处
名列其中。有革命文物 3处（石榴寨战斗旧址，河南区党委、河南军
区和河南人民抗日军司令部旧址，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支队战地

医院旧址），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2处（101指挥所旧址、
养田胜天塘旧址），古建筑 3处（安洼中岳庙、紫云山观音堂、中大
街钟楼），古遗址 4处（洪山庙遗址、梅庄遗址、小屯遗址、黄窑窑
址），古墓葬 1处（滕昭家族墓及碑刻）。截至目前，汝州市拥有平顶
山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升至 22处。

据了解，平顶山市政府核定第四批平顶山市文物保护单位 79
处，其中革命文物 14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8处，石窟寺
及石刻 4处，古建筑 28处，古遗址 14处，古墓葬 10处，其他 1处。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牛莉萍） 近日，记者从汝州市
2023年征兵工作会议上获悉，全国征兵全面启动。

据悉，上半年征兵从 2月 15日开始，至 3月 31日结束；下半
年征兵从 8月 15日开始，至 9月 30日结束。征集对象以大学生为
重点，突出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征集，优先批准理工类大学生和备

战打仗所需技能人才入伍。征集的女青年，为普通高中应届毕业

生、普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全日制应届毕业生及在校生，2022年
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本专科应届毕业生可以报名参加 2023年上
半年女兵征集。男青年为 2023年年满 18至 22周岁，普通高等学
校本专科毕业生、符合毕业条件的毕业班学生放宽至 24周岁，研
究生毕业生及在校生放宽至 26周岁，初中毕业文化程度不超过 20
周岁；女青年为 2023年年满 18至 22周岁，全日制研究生应届毕
业生及在校生放宽至 26周岁，上半年征集的 2022年普通高等学
校全日制本专科应届毕业生放宽至 23周岁。

在抢险救灾和灾区恢复重建中表现突出的优秀青年，烈士、因

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子女、兄弟姐妹和现役军人子女，符合条

件的应当优先批准入伍。少数民族居住集中地区应当多征集懂双

语言、文化程度较高、综合素质好的少数民族青年入伍。革命老区

应当多征集老红军、老复员军人后代入伍。

适龄青年应当在其户籍所在地应征，经常居住地与户籍所在

地不在同一省（自治区、直辖市）且取得当地居住证 3年以上的，可
以在经常居住地应征。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和在校生可在学

校所在地应征，也可在入学前户籍所在地应征，大学新生在入学前

户籍所在地应征。适龄青年自行登录“全国征兵网”（http:/ / www.
gfbzb.gov.cn/），如实填写相关信息报名应征。

2023 年全国征兵时间确定
征集对象以这些人为重点

“过年在家吃得太油腻，老板

娘，给我来一碗擀面皮，就馋这一口

儿。”王武娟清楚地记得，1月 23日
（正月初二）开门营业那天，一位多

年的老顾客进门就念叨着吃擀面

皮。看到老顾客到来，王武娟心里乐

开了花。

位于步行街幸美超市西隔壁的

漫记擀面皮，是经营十多年的特色小

吃店，老板娘王武娟，是一位四五十岁

的中年妇女，热情好客。店面有三十多

平方米，店内拾掇得干净整洁，有擀

面皮、米皮、凉皮、麻辣面等七八种小

吃。尤其是店里的特色小吃擀面皮，

柔软劲道，香辣爽口，入口咀嚼，回味

无穷，再配上店里的灵魂料汁———油

泼辣子，味道真是绝绝子。

为了制作出好吃又健康的擀面

皮，2012年，王武娟和丈夫跑到陕西学
习了两个多月，回来后在步行街开了

一间门店。王武娟丈夫早上四五点就

起床制作，到八九点一切打点好后，王

武娟就开始在店铺营业，一直营业到

晚上七八点。

“我刚从外地打工回来，下火车直

接来到这儿，为的就是吃一碗擀面皮。”

“以前在这儿附近上班，经常来这里

吃，后来结婚后嫁到外地，回来的第一

件事就是在这里带上几份擀面皮。”尤

其是春节这段时间，王武娟时不时都会

看到老顾客前来光顾，每每听到这样的

话，王武娟都非常感动。

真是应了那句话，金杯银杯不如

老百姓的口碑。

受疫情影响，实体店生意难做，

这里的生意也大不如从前，再加上房

租一年三四万元，附近好多商铺都关

门歇业了。王武娟也曾想过放弃，但

是想着自己苦心经营的店铺就这样

关了，那些多年惦记着她的老顾客怎

么办？想到这些，王武娟就鼓足劲头，

坚持了下来。

与记者交谈中，不时有顾客光

顾，王武娟热情大方地招待着。

面对未来，王武娟充满希望。她

说，如今随着市场逐渐复苏，小

店的生意相信会越来越好。

“最难的时候都坚持了过来，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能让她害

怕了。”王武娟坚定地说。

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沛沛

自党的二十大胜利闭幕以来，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我市多举措持续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进机关、进企事业单

位、进城乡社区、进校园、进各类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进网

站，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大会精神的热潮，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

式，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组建宣讲团开展宣讲活动。近日，市级百姓宣讲团走进向阳小

学，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进校园，师生反响热烈。在全市百姓宣讲

员中选调宣讲骨干组建市级“百姓宣讲团”，深入农村、社区，基层

企事业单位、中小学等开展面对面宣讲。同时，在各乡镇（街道）所

辖村、社区、单位中选调宣讲骨干组建乡级“百姓宣讲团”，深入基

层宣讲，实现辖区内村、社区、单位全覆盖。

组建“文艺轻骑兵”开展特色宣讲。我市把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

贯穿融入文化生活，动员文艺骨干队伍、非遗传承人等组建“文艺轻

骑兵”宣讲小分队，创作一批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优秀文艺作品，

采取演出文艺作品、开展文化知识讲座等方式，深入开展文艺演出

进基层、优秀文艺作品展等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多彩、生动灵活，贴

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宣讲活动，做到

人民群众在哪里，党的二十大精神就宣讲到哪里。

组建“十支小纵队”进行精准宣讲。团市委、妇联、总工会等相

关单位发挥各自部门优势，结合本单位本行业工作特点，分别成立

青年宣讲小纵队、巾帼宣讲小纵队、劳模宣讲小纵队、“银发”宣讲

小纵队、“网红”宣讲小纵队、生态文明宣讲小纵队、农业农村宣讲

小纵队、科技创新宣讲小纵队、法治宣讲小纵队、应急管理宣讲小

纵队，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行业系统内开展党的二十大精

神宣讲。

用活“宣教主阵地”进行常态宣讲。充分利用各类宣传文化阵

地和资源开展常态化宣讲，发挥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基层党

校、市民学校、文明实践讲堂等阵地作用，（下转第 2版）

新华社北京 2月 1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

局 1月 31日下午就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
行第二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

立足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统筹发展和

安全作出的战略决策，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

权的战略部署。只有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才

能夯实我国经济发展的根基、增强发展的安

全性稳定性，才能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

见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增强我国的生存

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确保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进程不被迟滞甚至中断，胜利实现全

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

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由中央政治

局同志自学并交流工作体会，尹力、刘国中、

何立峰、张国清、陈吉宁、黄坤明同志结合分

管领域和地方的工作作了发言，大家进行了

交流。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指出，近年来，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

取得了一些成效，思想共识不断凝聚、工作

基础不断夯实、政策制度不断完善，但全面

建成新发展格局还任重道远。要坚持问题导

向和系统观念，着力破除制约加快构建新发

展格局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不断扬优势、补短

板、强弱项。

习近平强调，要搞好统筹扩大内需和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需求牵引供给、

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实现国

民经济良性循环。坚决贯彻落实扩大内需战

略规划纲要，尽快形成完整内需体系，着力

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有合理回报的

投资需求、有本金和债务约束的金融需求。

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使居

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敢消

费、消费环境优获得感强愿消费。完善扩大

投资机制，拓展有效投资空间，适度超前部

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扩大高技术产业和战

略性新兴产业投资，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

力。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

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突破供给约束堵点、卡

点、脆弱点，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竞争力和

安全性，以自主可控、高质量的供给适应满

足现有需求，创造引领新的需求。

习近平指出，要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步

伐，解决外国“卡脖子”问题。健全新型举国

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配置创

新资源，使我国在重要科技领域成为全球领

跑者，在前沿交叉领域成为开拓者，力争尽

早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实现

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有效联动，坚持教育发展、科技创新、

人才培养一体推进，形成良性循环；坚持原

始创新、集成创新、开放创新一体设计，实现

有效贯通；坚持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一体

部署，推动深度融合。

习近平强调，新发展格局以现代化产业

体系为基础，经济循环畅通需要各产业有序

链接、高效畅通。要继续把发展经济的着力

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

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

字中国，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

群。顺应产业发展大势，推动短板产业补链、

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

链，增强产业发展的接续性和竞争力。优化

生产力布局，推动重点产业在国内外有序转

移，支持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

作，促进内外产业深度融合，打造自主可控、

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习近平指出，要全面推进城乡、区域协

调发展，提高国内大循环的覆盖面。充分发

挥乡村作为消费市场和要素市场的重要作

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进以县城为重要

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增

强城乡经济联系，畅通城乡经济循环。防止

各地搞自我小循环，打消区域壁垒，真正形

成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

融合，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促进各类要素

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畅通国内大循环。

习近平强调，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

增强国内外大循环的动力和活力。深化要素

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加快构

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

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

度，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依法规范

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

创业营造良好环境，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

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推动规则、规

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增强在国际大

循环中的话语权。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

量发展，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谈判，推动

形成开放、多元、稳定的世界经济秩序，为实

现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循环创

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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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增强发展的安全性主动权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刚鑫
雨） 漫步于市标工人文化宫游园，远远

就听见传来吹拉弹唱的声音。循声而去，

只见在公园一角，老人们三五成群唱着

豫剧、曲剧，流畅的唱腔配合着二胡和梆

子的节奏，赢得围观的大爷大妈们一阵

阵喝彩。

“现在家里没有什么事，孙子、孙女

都开学了，趁中午天气好，我每天都来公

园唱一段喜欢的戏曲，和同样热爱戏曲

的朋友们交流交流，心情好得很！”已经

年近六旬的市民刘凤之是一名退休职

工，也是一名戏曲爱好者。过年期间，她

和志趣相投的老朋友相聚于此，大家轮

流上阵，演唱各自拿手的曲目，其乐融

融，十分温馨。

有唱有和，老有所乐，有人“登台表

演”，也有人幕后伴奏，擅长拉二胡的陈

大爷就是伴奏团中的一员。

“我学拉二胡的时间晚，刚学的时候

精神头十足，不想打扰别人，每天上午我都去滨河公

园、城市中央公园等地方练习，再找老师给我指导纠

正，几年下来慢慢有了进步。现在时代不同了，人们

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们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也越来越丰富了，给大家伴奏也是另一种学习，能和

这么多中老年朋友交流是很开心的事情。”说起老年

人生活的变化，陈大爷一下子就打开了话匣子，他们

这群戏迷的平均年龄在 60岁以上，演员和现场乐队
一应俱全，表演所需要的乐器、道具等都是大伙儿自

掏腰包解决，图的就是展示自我的快乐。

“路过的市民喜欢戏曲想展示的都可以来唱一

曲，大家很喜欢我们的演出，希望中老年朋友们都

能找到自己的乐趣。”陈大爷说，在公园唱戏娱乐，

满足了大家的精神文化需求，今后他们也会继续把

快乐传递给更多人。

夜晚，煤山公园醉游人游
园
公
园
，戏
迷
的
乐
园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陈晶） 连日来，夜晚的煤山公园

游人如织，男女老少纷纷前来观灯，感受传统节日氛围。“公园的夜景

超美，尤其是悬挂在廊道上星空一样的彩灯是公园里的一道风景线，

光彩夺目。”市民赵琴说。

煤山公园北门旁的“时光隧道区”也引得民众纷纷拿起手机拍照

留影。当天，崔胜和老伴早早吃完晚饭后，一起到公园散步看灯。“以

前家住小屯，看灯要专门找时间来，现

在搬到市区后，住的离公园近了，随时

都可以过来看。”崔胜说，“年年看灯

展，每年都看不够，下次带孙子过来看

灯，多拍几张照片。”

记者在煤山公园景观大道及游客

密集区域内看到，悬挂了多盏大红灯

笼。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说，悬挂红灯

笼是希望游人来到煤山公园能够玩得

开心，也希望大家的日子能和这灯笼

一样红红火火。

王武娟的擀面皮，有味道！

汝州新增 13处平顶山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接地气 有温度 聚民心

把党的声音传递到千家万户
我市持续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活动

唱响游园

时光隧道区

悬挂在观景树上的特色灯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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