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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念紧春季环保“紧箍咒”
□焦作观察记者 郑伟伟

□焦作观察记者 成安林

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
身，廉洁齐家，防止“枕边风”成为贪腐的导
火索，防止子女打着自己的旗号非法牟利，
防止身边人把自己“拉下水”……

过去一年多来，焦作把廉政建设从工作
延伸到生活，从单位延伸到家庭，立足修复
家庭生态，开展“廉洁从家出发”活动，树立
良好家风，引入亲情关怀，构建了党员干部

“不想腐”的自律机制，提高了拒腐防腐意
识，营造了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倡树家风廉政“国税模式”

党员干部家风好坏，是检验自身作风过
硬与否的“试金石”。

“从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来看，家风败
坏往往是领导干部走向严重违纪违法的一项
重要因素。”焦作市纪委副书记宁继学认为，重
视家风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崇德向善、崇俭尚
廉，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势在必行。

先来看一组焦作国税系统开展“廉洁从
家出发”的好做法、好模式：

“知识育家，是父亲留给我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的精神宝藏，源源不断地滋养着我，
让我成为一个精神富足、内心强大的人。”孟
州市国税局局长戴献身在《廉洁从家出发》
家风故事集中这样写。

沁阳市国税局创新家风建设方式和途
径，探索廉政教育新模式，建立“让廉洁从家
出发”微信群，全局人员及家属同在微信群，

借助微信让党风廉政建设从单位向家庭延
伸，潜移默化中接受廉政教育，推进廉洁家
风建设上台阶。

修武县国税局利用“互联网+人脸识
别”技术，打造人脸识别廉政提醒系统，在机
关大厅设置了“吾爱吾家”廉政亲情寄语
墙。“每当路过电子屏，看到白发苍苍的老母
亲对我说‘俺不指望你升官发财，只图你清
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工作，一生平安’时，
我就不由得热泪盈眶，暗下决心一定要守住
底线、不越红线。”机关干部张金燕说。

焦作国税系统挖掘身边平凡家庭故事，
采集100名国税干部家风故事，编印成《吾
晒吾家风》图书，受到广大干部职工热议、好
评。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素萍作出批
示：“焦作市国税局传承好家风这项活动开
展得很有特色，做法接地气，是一个凝聚人

心、倡树新风的好办法”。
焦作市国税局局长秦基选认为，开展

“廉洁从家出发”活动，守住了精神家园，能
让党员干部在生活中做好儿女、好父母、好
妻子、好丈夫；在单位做人民的好公仆。

筑牢拒腐防变“道德防线”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焦
作抓住党员干部这个核心关键，加强家庭家
教家风建设，守好家庭大本营，守住清正廉
洁底线。

在焦作市纪委书记牛书军看来，“廉洁
从家出发”活动，让“正家风”的小题目做成
了“立规矩”的大文章，引领带动了社风民风
向善向好。

焦作市纪委开展“廉洁从家出发”家规

家训和廉情寄语征集评选活动，征集家规家
训 650多条，廉情寄语 500多条；联合市妇
联启动“廉洁从家出发”家庭助廉教育活动，
面对面畅谈如何以实际行动当好“廉内助”。

“党员干部提前十分钟到单位读‘颜氏
家训’‘朱子家训’‘弟子规’等传统家规，使
党风政风民风明显好转。”说起家风对党风
廉政建设的影响，孟州市纪委常委张洁深有
感触地说。

温县纪委开展以“小小台签寄深情”为主
题的廉洁教育活动，为党员干部制作主题台
签，把廉洁家风摆在了党员干部的办公桌上。

解放区向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发放《中国
家规》《弟子规》《人民的名义》等书籍，并开
展“廉洁从家出发”进校园活动，让廉洁种子
在师生心中生根发芽。

中站区纪委开展“廉洁从家出发——选
好家教、树好家风、建好家庭”系列活动，邀
请书法家为被评为优秀家风家训的党员干
部撰写家训墨宝。

…………
“以开展‘廉洁从家出发’活动为契机，

进一步确立‘守家有责’的意识，带头立家规
传家风，自觉摆正党性与亲情、家风与党风
的关系，引导党员干部筑牢拒腐防变的道德
防线。”焦作市委书记王小平说。

家风正则民风正，民风正则政风清。时
下，焦作党员干部“一身正气上班去，两袖清
风回家来”已成常态，在山阳大地筑起了不
想腐的思想堤坝，端正了政风党风民风社
风，为加快建设“四个焦作”，早日跻身全省

“第一方阵”注入了新活力。8

21个项目落户武陟
为建设郑焦深度融合首位节点城市助力

本报讯（焦作观察记者 成安林）武陟县2018年春季
项目签约仪式近日在华夏幸福武陟产业新城城市规划展
览馆举行。总投资148亿元、21个项目落户武陟，为武
陟在焦作跻身全省“第一方阵”过程中挑大梁、打头阵、当
先锋、做排头注入了新的强劲动力。

三一筑工装配式建筑生产基地、阿里云物联网赋能平
台及创新中心（河南武陟）基地、驮丰多式联运物流港等项
目，总量投资大、投资机构优、科技含量高，充分展示了武
陟招商引资的新成果、项目建设的新成效。据华夏幸福武
陟产业新城总经理谢军利介绍，此次开工项目共有18个，
总投资54.65亿元，其中产业项目11个，总投资32.15亿
元，公建项目和基建项目7个，总投资22.5亿元。

据了解，华夏幸福武陟产业新城作为郑焦深度融合的
前沿阵地，和武陟建设郑焦深度融合的首位节点城市的重
要平台，截至目前已完成投资18亿元，建成了嘉应观门户
公园、城市展览馆、郑北大道等8个重点项目，建设道路
4.7万平方米，绿化14.7万平方米，生态水系7.8万平方米，
一个生态宜居、产城融合的产业新城正逐步呈现。8

电视剧《那年小米正芬芳》开机
本报讯（焦作观察记者 姬姣姣）爬山虎的藤蔓蔓延

开来，裸露的红砖墙穿上了春天新织的绿衫，路边小商
店内散乱得堆放着铁锹、镰刀、大扫把等农具，两个穿
着喇叭裤的年轻人，骑着“飞鸽牌”自行车从门前飞驰
而过……4月 4日，电视连续剧《那年小米正芬芳》在焦
作市博爱县开拍。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为呈现改革开放的发展恢
弘历程，弘扬时代大浪潮下“粮食人”高度社会责任感，
56集电视剧《那年小米正芬芳》应运而生。

该剧以改革开放大潮中的粮食改革为背景，演绎了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以董大成和董小米父女为代表的新
老两代粮食人，为了让大家吃上“放心馍”而坚守在粮食
战线，谨守着粮食人的底线，同食品行业中刮起的不正之
风做斗争的可歌可泣、可亲可敬的感人故事。

据悉，该剧由习辛导演，博爱籍作家暗香编剧，海陆、
张铎等担纲主演。8

本报讯（通讯员 袁方）为深刻吸取俄罗斯“冬季樱桃”
购物中心火灾事故教训，近日，焦作市消防支队对设有儿童
游乐设施的大型城市综合体商场全面开展消防安全大排
查，并开展宣传培训教育，确保此类场所不发生火灾事故。

焦作市消防支队成立12个检查组，先后深入焦作万
达广场、王府井百货有限公司、丹尼斯百货有限公司等设
有儿童游乐设施的大型综合体商场开展检查行动。检查
中，检查人员还对员工进行了培训教育，叮嘱商场负责人
一定注意严格落实各项消防安全防范措施，务必高度重
视、强化巡查检查力度，确保不发生任何火灾事故。8

消除城市综合体商场火灾隐患

焦作开展消防安全大排查

家风正方能政风清
——焦作市开展“廉洁从家出发”活动综述

3月31日，2017年—2018年大气攻坚行动告一段落，焦作市攻坚克难取得了可喜的进步：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秋冬考核期

间，PM2.5浓度同比下降26.3%，下降率在“2+26”城市中排第12；重污染天数同比减少22天，削减率达46.8%，均超额完成既定目标。

眼下，秋冬季污染防治强化攻坚转向春季管控阶段，错峰生产企业复产、封土工地复工、运输车辆增多……管控压力不减反增。“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一时一刻都不能放松。”焦作市委主要领导的话掷地有声，现阶段要认真分析大气污染防治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采取更加严格、更有针对性

的管控措施，持续发力“防反弹”，打好治污“提前量”。

2018年，打赢环保攻坚战，焦作市决心更大、站位更
高、思路更广。

早在今年年初，该市就确立了“优化三大结构、突出
三项管控、开展五大专项行动”的工作思路，即坚持不懈
抓治本，积极调整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和交通运输结构，
瞄准重点领域、重点区域、重点时段着力“抓治理、抓巩
固、抓提升”，开展涉气企业执法检查、全城清洁等五大专
项行动,定任务、定时限、定责任，提升专项治理和综合监
管水平。

“尽管我们面临着不少的困难和挑战，但对于把好生
态环保关、走好生态文明路，我们从未像今天这样充满信
心、充满期待、充满干劲。”焦作市环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大潮涌动，战鼓催人。长风万里，乘势启航。进入4月
份，焦作市环境攻坚办陆续下发了《焦作市中心城区2018
年城市集中供热实施方案》《焦作市2018年清洁取暖集中
供热能力提升实施方案》《焦作市2018年清洁型煤规范推
广实施方案》《焦作市2018年优化交通运输结构实施方案》
等8个专项方案。纲举目张，一个个方案快速出台，一项项
行动精准落地，继续延续焦作市污染治理力度之大、监管执
法尺度之严、环境质量改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的态势。

解禁期、复产期，考验在前，一刻也不能松懈。“我们
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接下来，我们会开展各项活动，向
广大企业及主要污染排放主体讲清楚如何全面落实污染
防治措施、依法履行环境保护责任，同时向社会公众讲清
楚如何更好地践行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积极理性参与
环境保护，切实提高全民认识水平和环境保护能力。”焦
作市环保攻坚办有关负责人介绍。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
民生福祉。我们一定要从践行为民宗旨的高度出发，为
人民群众提供更多的、优质的生态产品，让人民群众有更
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焦作市政府有关负责同志
表示。8

焦作市示范区环保攻坚办的张兰钊被家人“控
诉”成了手机控，“手机不离手，不到两分钟就要看一
下手机。”“手机里有宝贝。”张兰钊常常开玩笑地说。

其实，手机里有“指示”，张兰钊每两分钟看的是
焦作市政府大气环境攻坚群。每天，专家组都会发送
巡查到的各类污染源，各个县市区环保攻坚办的负责
人收到信息后第一时间整改反馈。

4月8日早上八点，群里信息不断，PM2.5专家组
苏南发出的一则信息引起了张兰钊的注意：“民主南
路与韩愈路交叉口西700米路北，位于高新区政府西北
1.8公里，工地道路积尘较多，车过扬尘明显。”他赶紧通
知相关人员及时清理路面积尘，还进行洒水抑尘，同时
加大周边工地的排查力度，并在群里发了整改图片。

“整治污染源必须反应快、行动快，捍卫我们的胜
利成果。”张兰钊边拍照边说。

同一时间，山阳区环保攻坚办的翟广利也没闲
着，焦东路与工业路交叉口的一家兰州拉面馆油烟净
化设备未定期清洗，堵塞严重，他收到通报信息后第
一时间赶到，责令该面馆停业整顿，油烟净化设备正
常运行后方可营业。

没有完成时。在新一轮大气污染防治攻坚的号
角吹响之际，焦作市上下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把
绿色发展作为推动焦作转型提升的重中之重，不断增
强环境保护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用行动
保卫蓝天白云。

“环保攻坚是一个积小胜为大胜、积跬步至千里的
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我们要把责任扛在肩上、
放在心上，时刻绷紧环保这根弦，精准施策，精准发力，
精准整治，以量的积累实现质的飞跃，坚决打赢环保攻
坚战。”焦作市环保局有关人士表示。截至3月31日，
焦作年累计优良天数共36天，同比增加3天，正朝着

“全年优良天数211天”这一目标迈进。

最近，焦作市民发现街上的清洁车辆多了起来，频
次也多了起来，“灰尘少了，路更干净了”“一些死角的垃
圾也都清理了”市民纷纷反映。

这是焦作市4月1日启动清洁城市行动的成果。
据焦作市环境攻坚办有关负责人介绍，该行动将一

直持续到12月31日，全面开展清洁城市行动，重点清理
整治城市环境卫生死角，特别是要加大对农贸集市、城
中村等重点地区市容顽症的整治力度，解决马路市场、
废品收购站、露天烧烤、夜市摊区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热
点问题。

“我们每天出动20辆机械化作业车辆，对辖区18条
主次干道进行同步机扫、洒水抑尘作业，减少道路扬尘，
确保路面清扫、保洁无缝隙、不间断运行，遇到重污染天
气，增加主要道路以及夜间的雾炮洒水降尘工作，确保
路面全天候湿润不起尘。”中站区环卫处有关负责同志
介绍。

同样从这一天开始至6月30日，焦作在全市范围内
深入开展重型运输车辆大气污染治理攻坚行动，设立专
门检查检测站点，强化重型运输车辆油品质量管控、尾
气达标治理等机动车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我们对燃油不合格、未按规定使用尿素和尾气超
标排放的车辆依法查处，同时，对不合格油品进行溯源，
坚决查处违法违规加油站（点）和燃油生产企业，推进重
型运输车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纵深发展。”在丰收路中
原路交叉口，一名正在对一辆重型运输车辆油品质量实
施抽检抽测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坚决支持环保工作，想要这天更蓝，必须每个人都
要作贡献，义不容辞。”接受检查的司机李师傅笑着说。

翻过一山又一山，快马加鞭未下鞍。焦作市咬定目
标、狠抓落实，攻坚的动力越发强劲，攻坚的力度越发坚
韧，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保工作奋力前行，积厚
成势。

为了确保工业集聚区企业的安全可靠用电，修武县供
电公司主动上门了解客户生产经营用电状况，听取客户对
供电服务的意见和建议，走进生产车间，对用电设备进行全
面安全节能诊断，受到企业负责人的好评。8 李建强 摄

发 挥 榜
样力量，全国
最 美 家 庭 清
雪 堂 的 杜 雪
娥 与 大 家 分
享家风故事

▶蓝天白云正在成为
焦作城市的底色

▲4月8日，一晨练市民随手拍下的龙源湖美景。今年
初以来，蓝天白云更多地停留在怀川大地上空

紧锣密鼓齐行动 大潮涌动催人进

本报讯（焦作观察记者 郑伟伟 通讯员 郭君宇）“没想
到八分钟就一次性完成了数十种涉税业务办结，这效率和效
果都让我太吃惊了。”4月9日下午，在焦作市山阳区国税、地
税联合办税服务厅，郑州丹尼斯百货有限公司焦作市塔南分
公司的财务人员王爱娟在体验了办理国税地税税务登记信
息采集、国地税税费种认定等快捷服务后惊喜地感慨。

在第27个税收宣传月到来之际，焦作市国税局、市
地税局联合组织“纳税人开放日”活动，邀请12家重点税
源企业代表走进办税服务厅，实地体验“最多跑一次”、网
上办税和电子税务局移动办税APP应用等事项。

2018年，焦作市税务系统紧紧围绕“优化营商环境，
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题，开展一系列宣传活动，邀请
企业代表、法律人士开展座谈交流，问需、问计、问难，推动
税企交流，改进纳税服务，不断提升纳税人的获得感。

焦作市税务系统在“最多跑一次”方面为纳税人送出
“贴心”服务。编写了“最多跑一次”办税事项指南，将事项
涉及的报送资料、办理条件、办理时限、办理方式及流程等
进行了规范和公布，便于纳税人掌握使用，同时大力推行网
上办税、电子税务局移动办税APP，努力实现办税不用跑，
切实提升办税质量，提高办税效率，增强纳税人的获得感。

在地税窗口，税务工作人员向企业介绍了电子税务
局移动办税APP的使用方法。

“没想到这么方便快捷，以前出差还要请人帮忙到办税
服务厅跑一趟，现在好了，税收业务随时办理，再也不受时
间、空间的限制了。”现场一名企业工作人员由衷地感叹。

“我们今年还将推出5类 46项便民办税措施，进一
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税收营商环境。”焦作市国税
局有关负责人表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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