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李虎成 代娟）连日
来，新乡市破解“接娃难”的课后延时服
务新闻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为破
解“接娃难”这一“社会难题”，新乡市将
课后延时服务工作纳入“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在全
省率先开展中小学课后延时服务工作，
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深
受群众欢迎。

10 月 31 日，记者从新乡市委主题
教育领导小组了解到，第二批主题教育
开展以来，该市坚持问题导向，紧盯群众
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持续
发力，真正解民忧、纾民困。

新乡市结合当地实际，将基层反映突
出的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村（居）务公开
两个问题纳入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专
项整治内容，各牵头部门定岗定责，建立
台账，实行项目化管理。该市先后召开专
项整治会、推进会等专题会议，建立例会
制度、通报制度、公开机制、督导机制、群
众评价机制，强力推进专项整治。

针对与民生密切相关的低保、看病、
交通、饮水安全等问题，各有关部门积极
行动。为确保农村贫困老年人、残疾人、
儿童等特殊困难群体无“脱保”“漏保”，
该市民政部门排查了18万名重点对象，
从中发现低保边缘人员 361人，目前已
为 98 名符合条件人员办理了低保审
批。该市卫生医疗部门采取培训培养、
社会招聘、上级医院派驻、县域内调剂等
方式，消除乡村医务人员“空白点”；全市
公立医院全部实行药品零差价，249家
医疗机构启动“一站式”结算及先诊疗后
付费。该市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公安等
12个部门，严厉查处食品安全违法违规
行为，重点整治保健品市场乱象。该市
交通部门对全市 29个“畅返不畅”极差
路段整治任务已完成 18个，其余 11个
也已全面开工整治。该市水利部门针对
18个贫困村实施的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工程已全部完成。③8

本报讯（记者 王映 通讯员 鲍红
涛 关咏梅）“这一整改，以后可不会再
积水啦！”11月 1日上午，在濮阳市胜
利路和大庆路口，几位附近的商户高
兴地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启动以来，濮阳市积极开展“解民
忧、纾民困、暖民心”行动，市城市管理
局对群众反映强烈的9处积水点进行
改造，极大方便了群众出行。

濮阳市始终把整改落实作为开展
主题教育的重中之重，坚持台账化管
理、项目化推进、精细化落实，梳理整
改问题 1084项，整改落实 233项，以
高质量的整治成效回应群众的期盼，
让老百姓真切感受到主题教育带来的
新变化。

濮阳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调研河南时重要讲话精神，聚
焦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生态保护、
民生改善、文化建设等5个方面，开展
大排查、大调研，研究制定《濮阳市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濮阳市纪
委监委同步开展整治监督，6个监督
检查组深入 122个县区和单位，督促
党员干部切实把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根据党员干部队伍实际，濮阳市深
挖细查出党建质量不高、领导能力不
足、服务意识不强、工作作风不实、纪律
规矩不严 5个方面的问题；扎实开展

“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行动，着力解
决就业难、出行难、上学难、饮水难、看
病难等群众最急最忧最盼的紧迫问题，
县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列出问
题709个，立行立改165个。目前，濮
阳市共消除大班额 272个、超大班额
121个，提升群众对教育的满意度；协
调金融机构与703家小微企业签订协
议，发放贷款22亿元，帮助小微企业缓
解燃眉之急；完成丹江水进农村项目，
清丰县、南乐县108万人告别吃苦水咸
水的历史，增强了群众的幸福感。③5

本报讯（记者 郭海方）10月 30日，
漯河市郾城区黉学街安巷里，新修的路
面干净整洁，新建了下水道，新安装了路
灯，工人们正在对墙体进行立面美化。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
来，漯河市进一步加大对背街小巷、老旧
小区的改造力度。全市今年开工整治的
390个老旧小区已完成整治292个，195
条背街小巷大多数整治完毕，极大改善
了旧城区居民的生活环境。

坚持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
从人民群众不满意的事情改起，把“改”
字贯穿始终，是漯河市开展主题教育的
一大特点。

聚焦重点，强力整治。漯河市成立3
个督导组，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整治工作。
截至目前，全市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的突出问题”78个，处理113人；查处

“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0个，处理24
人；排查“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问题”71
个，受过刑事处罚的45人被清理出村干
部队伍，完成补配任命村干部10人。

紧盯目标，集中治理。围绕群众关
心的交通、教育、信访、住建、公安、卫计
等系统存在的热点难点问题，漯河市扎
实开展“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扶贫
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治理决战年等行
动。例如，针对“房地产违规预售问
题”，监察部门分别向市住建局和市城
市综合执法局发出监察建议，市城市综
合执法局依法查处违法销售行为14起，
罚款 29.5万元。目前，全市纪检监察机
关已办结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线
索55件、处理44人。

上下联动，深化整改。漯河市专项整
治组联合市纪委监委、市委市政府督察
局，深入市信访局、市金融工作局等5家单
位，对非法集资陈案攻坚、农村人居环境
集中治理、医疗乱象专项治理等6个群众
反映强烈的重点整改事项落实情况进行
专项督查，推动整改落实事项整改到位，
让群众切实感受到主题教育的成效。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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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纪念甲骨文发现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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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晓荷 实习生 周玉琴

金秋十月，黄河之畔，有朋自远方
来。汉语为桥，河南与世界深情相拥。

11月 2日，第十二届“汉语桥”世
界中学生中文比赛正式收官。半个月
间，五大洲青少年循迹黄河文明，感受
现代发展，留下许多美好画面——

河南话喊出烩面、胡辣汤的畅快
淋漓；观赏少林功夫时随心而动的手
舞足蹈；面对大国重器情不自禁的连
连点赞……

他们说，要把这段经历带回国，要
把更多出彩河南的故事讲给世界听。

汉语搭桥
五大洲汉语高手聚首中原

志合者，不以山水为远。
今年，来自五大洲 105个国家和

地区的青少年，不远万里，来到河南。
这是“汉语桥”系列比赛首次落地河
南，也是历年来该项赛事选手来源国
家数量最多的一届。

他们因热爱而来——“‘驼铃古道
丝绸路，胡马犹闻唐汉风’，是汉语让
我了解了古老丝路，我爱汉语，我爱中

国。”6岁开始学习汉语、曾8次来中国
的匈牙利小伙儿马宏博表白道。

他们因感激而来——“感激中国
援非医疗人员，是他们治愈了我外婆
的眼疾。”科摩罗姑娘拉一莎立志要
学好汉语，来中国学医，去帮助更多
的人。

他们因梦想而来——“汉语太神
奇了。”马达加斯加姑娘亚诺娃说，她
梦想能做双语导游，把中国文化带回
家乡，把家乡介绍给更多中国人。

素不相识的选手们一起切磋汉
语、分享心得，他们“并肩战斗”、互相
鼓劲；学生志愿者们和同龄人，一起分
享生活趣事和美好未来。

黄河之畔
感知古老文明与现代发展

古老厚重、现代开放的河南，敞开
怀抱喜迎八方来客。

从面塑、脸谱到拓印、茶艺，外国
学子穿越千年，看到了浓墨重彩的黄
河文明。

在少林寺，他们领略了悠久的禅
宗文化；在嵩阳书院，他们与中国历史
深情对话；在清明上河园，他们体验了

大宋的繁华盛景；在龙门石窟，他们惊
叹于中国古雕塑的雄浑磅礴。

从高铁、扫码支付到大国重器盾
构机、美轮美奂郑东新区CBD，外国学
子看到了开放包容、自信出彩的河南。

“一直以为河南是大片农田，这次
来才知道，这里的街道那么宽敞、整
洁，有那么多高楼大厦。”日本选手村
越大辉说。

荷兰小伙儿陆尤金掏出他的华为
手机，一路为中国制造“打 call”：“手
机特别好用，中国科技，牛！”

“我学会了一个成语‘愚公移山’，
这个故事源于河南，也是我眼中河南
人的形象——勤奋、坚强、充满热情，
我要把这个故事讲给身边的朋友。”俄
罗斯姑娘金说。

这些青少年，正在成为中华文明
的传播者。

拥抱未来
让世界聆听更出彩的河南

携手汉语，筑梦未来！
近年来，河南从内陆大省走向开

放前沿，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
步伐越来越快。“伴随着郑州—卢森堡

‘空中丝绸之路’建设的推进，双方产
生了更密切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
卢森堡大学孔子学院专职教师江晨晨
说，越来越多的卢森堡人开始学习汉
语，想要了解中国、了解河南。

李爱叶，郑州市第四十七中教师，
曾被选派至美国教授汉语，开展的“中
国秀”登上当地报纸头题，“我要将黄
河故事讲给外国学子听，我要他们了
解，中国人是善良、勇敢，热爱生活、热
爱和平的。”

这也是河南所有汉语国际推广教
师、志愿者的心声。

来自省教育厅对外合作与交流处
的数据显示，孔子学院总部已选派我
省汉语教师和志愿者 3000余人奔赴
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任教；我省高校
和中学与国外高校和中学已建有 11
所孔子学院（课堂）；一批独具中原文
化特色的汉语国际推广项目品牌，如

“武林汉韵”“中华雅乐”“舞龙舞狮”等
世界闻名。

一批又一批既了解中原文化、又掌
握汉语教学技能的汉语教师，在异国他
乡播撒着中华文明的种子，与更多热爱
中国的人一起，讲述着黄河故事，让世
界聆听厚重中国、出彩河南。③4

汉语搭桥“豫”见精彩
——第十二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综述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11 月 1
日，在北京举行的纪念甲骨文发现
120 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致信祝贺，在我省文博系统引发强
烈反响。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使我们
深受鼓舞，保护好、研究好、传承
好、利用好以甲骨文为代表的古文
字遗产，是河南文博人义不容辞的
责任和使命。”省文物局局长田凯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将以习近
平总书记的贺信和关于文物工作的
重要论述为指导，努力做好甲骨文
和河南文化遗产的保护展示工作。

田凯说，下一步，我们要加快推
进文物保护利用改革，聚合多方资
源，通过多学科研究深挖甲骨文和
古文字所蕴含的丰富文化、思想、历
史信息；通过广泛调查探寻中国文
字更早的源头，依托互联网和信息
技术等提升甲骨文展示水平，推动
甲骨文和古文字的广泛传播；进一
步推动开发甲骨文文创让甲骨文进
入现代生活，使甲骨文这一古老的
文字活起来，推动华夏文明的传承
创新。

今年以来，在河南博物院露天
的中国文字展，吸引了众多观众。
通过数十块图片展板，观众得以了
解从传说中的仓颉造字以来汉字的
演变历程。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
说，中华文明的记录从甲骨文开始
至现代汉字一脉相承，是中华民族
宝贵的文化遗产。几代考古学家、
古文字学家和历史学家筚路蓝缕，

深入研究保护传承甲骨文，取得了
显著成就。

在马萧林看来，甲骨文宣传推
广亟待进一步加强。应以甲骨文发
现 120 周年为契机，致力于推动形
成统一的、富有成效的甲骨文等古
文字宣传推广的机制。可以从以下
几方面着力：加快编辑出版甲骨文
普及读物；在小学和中学阶段适当
安排甲骨文普及课程，在高等院校
开设甲骨文选修课程；教育部门在
甲骨文发现地安阳开展试点工作，
总结经验逐渐向全省和全国推广。

“这对于加深人们理解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凝聚精神力
量，推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马萧林说。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为我们
在新形势下对甲骨文研究、人才培
养、价值挖掘、传承弘扬指明了方
向。”11 月 2 日，参加完纪念甲骨文
发现 120 周年座谈会刚回到郑州的
河南省文字学会会长、河南大学博
士生导师王蕴智仍难掩激动的心
情。目前，河南已经形成了包括河
南大学、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安阳师
范学院等在内的甲骨学研究阵地，
诸多学人对甲骨文已经进行了数十
年的系统研究，王蕴智正是其中之
一。王蕴智说，几千年来汉字从古
至今没有断层，一直生生不息发展
下来。这是任何一个民族的古文字
都不能比拟的，这是我们的优势，也
是我们民族凝聚力，一定要保护好、
传承好。③4

本报讯（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张龙飞）“非常激动、非
常振奋！”11月 2日，安阳市文物局局
长李晓阳谈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
加纪念甲骨文发现 120周年座谈会，
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李晓阳告诉记者，会议有上百人
参加，全国甲骨文研究领域的专家学
者齐聚一堂，学术氛围非常浓厚。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
春兰宣读习近平总书记贺信时，所有
与会人员聚精会神倾听。贺信宣读完
毕后，现场立刻响起热烈的掌声，经久
不息。在接下来的专家发言中，“备受
鼓舞”成了大家开场的“关键词”。

李晓阳说，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
为甲骨学研究进一步指明了方向，许多
专家已经开始酝酿下一步的研究工作。

安阳是甲骨文的故乡，本次参会
的安阳代表一直都在讨论如何落实

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所
有人一致表示要守护好甲骨文这一
中华文化的基因。

目前，安阳市正在加快推进中国
文字博物馆续建工程、殷墟遗址博物
馆建设，不断完善安阳师范学院“殷
契文渊——甲骨文大数据平台”，采
取有效措施加强甲骨文的收藏、保
护、研究、展示。

“以殷墟和中国文字博物馆为重
要平台，加强甲骨文的展示、宣传和活
化、利用，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现
代科技手段，不断推进甲骨文研究向
深处、广处发展，实现新突破。”李晓阳
表示，安阳还将在甲骨文著录考释、完
善人才培养等方面下功夫，守护好、研
究好甲骨文。同时，充分发挥甲骨文
的文化感召力和世界影响力，广泛开
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在中外文化交
流互鉴中提升文化软实力。③4

本报讯（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张龙飞）11月 1日，纪念
甲骨文发现 120 周年座谈会在北京
人民大会堂举行，习近平总书记致信
祝贺，向长期致力于传承弘扬甲骨文
等优秀传统文化的专家学者们表示
热烈祝贺与诚挚问候。贺信在甲骨
文的故乡——安阳引发强烈反响，广
大专家学者纷纷表示，“备受鼓舞，重
任在肩。”

“甲骨文的发现为探究中华文化
源流提供了重要史料，其蕴含的文化
精髓深刻融入中华文化血脉。习近
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以甲骨文为代表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对我们而言既是鼓励也是鞭策。”殷
墟管理处主任王银安说，他们将在保
护好殷墟遗址上持续发力，在景区布
展方面不断创新，让沉睡的文物“活”
起来，更好地展示灿烂的中华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

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
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
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值得倍
加珍视、更好传承发展。”中国社科院
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副站长、研究
员何毓灵说，文化自信来自文化的传
承，文化传承靠文字承载，因而传承、
研究好甲骨文是我们增强文化自信
的重中之重。

目前，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建设正在稳步推进，无论从国家层
面还是安阳当地，对殷墟的保护力
度前所未有。何毓灵表示，“殷墟宫
殿区范围内的考古发掘仍是未来主
要的工作方向，我们将进一步加强
对甲骨文及同时期遗迹、现象的发
掘和研究，更好地揭示甲骨文存在
的时空环境、社会背景，推进甲骨文
考释，解读更多甲骨文‘秘密’，为增
强民族文化自信提供更深沉、更持
久的力量。”③5

保护文字遗产“绝学”代有传承

备受鼓舞 重任在肩

守好中华文化的基因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姬姣姣
本报通讯员 郭君宇

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焦作市
税务局紧盯基层税务局（所）和纳税人
（缴费人）重点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
落细落小、真查实改，确保以税收工作
的高质量开展实效检验主题教育成
效。1-9月份，全市税务系统共组织税
费收入189.56亿元、增收8.64亿元，落
实各项政策合计减税降费18.61亿元。

扎实开展学习教育。市税务局党
委班子率先制定学习计划，采取集中
封闭自学、原原本本领学、集体交流研
学，分 2期举办专题读书班，开展 2次
集中研讨。自觉开展“看、听、读、思”
活动，依托“焦作党建 e 家”、学习强
国、“焦作先锋”公众号等学习平台，采
取多种方式认真开展学习教育。

该局以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
契机，举办“我和我的祖国”主题大合唱、
知识竞赛、征文等群体活动，进一步丰富
学习形式。组织党员干部到大别山鄂豫
皖革命老区开展“重温初心”实践教育，开
展交流研讨，自觉对照检视自身，推动学
习教育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

深入实施调查研究。聚焦税收主
责主业，把主题教育与减税降费、组织
收入紧密结合，该局党委委员带队成立
14个调研组，带着问题下沉到各自联系
点开展不少于7天的蹲点调研，广泛听
取基层和企业诉求，解决纳税人（缴费
人）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主题
教育中，税务工作人员针对企业发展需
求，通过集中宣传、专项辅导，将减税降
费政策送到每一户纳税人。

“国家出台的一揽子减税降费政
策，不仅让我们切身感受到了税收负

担下降的显著变化，也让我们更有信
心。”谈起减税降费，焦作市江河纸业
有限公司财务副总薛秋林说。

狠抓落实为民服务。焦作市税务
局以解决税务工作实际问题为着力
点，明确便民办税服务 20条措施，制
定优化税收环境 30条措施，深化“最
多跑一次”改革，持续简化办税流程，
扩大即办事项，可当场办结的事项比
例提升到 81%，新取消资料报送 265
项，限时整改超时注销业务问题，畅通
办税服务的“最后一厘米”。

结合检视问题，焦作市税务部门
还及时推进办税服务厅规范化管理，
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今年1-9月全
市办税服务厅累计服务 28.5万人次，
办理业务量103万笔。纳税人进厅办
税平均等待时长 7分 41秒，平均业务
办理时长2分42秒。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姬姣姣
本报通讯员 千文晓

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根基，深耕“党
建+”土壤，武陟县税务局自“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二批学习教
育活动开展以来，结合减税降费主题，
将主题教育融入全面落实减税降费工
作中，刀刃向内检视自身，出实招，用
实劲，切实推进减税降费落实落地。

加强学习，提升政治站位。为进
一步确保学习效果，该局制定了学
习计划，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和

“三会一课”为基础，集中组织开展
主题教育读书班和集中研讨活动，
党委班子成员带头进行学习研讨发
言。以支部为平台，开展减税降费
主题党日活动、“党员先锋岗”等活
动，将学习成果有机结合到减税降

费等税收中心工作中，激发干部干
事创业的动力。

压实责任，强化责任担当。充分发
挥党建工作的引领作用，党委班子和党
员干部齐上阵，为减税降费启动“红色
引擎”。党委成员集中走访重点企业，

“点对点”解答减税降费政策要领，“面
对面”听取企业诉求，“手把手”辅导财
务人员办税。“税务人员总是第一时间
送达税收优惠政策，让我们对做大做强
企业充满了信心。”河南菡香生态农业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福军由衷地说。

狠抓落实，破解难点堵点。武陟
县税务局在“找差距”和“抓落实”上狠
下功夫，召开纳税人和缴费人座谈会，
查摆纳税人在享受减税降费政策过程
中的“难点”和“痛点”，解决企业实际困
难。“感谢国家的好政策，帮助企业减
轻资金压力，激发了企业创新创业的

积极性”，“现在国家的减税政策利民，
税务局的优质服务便民，我们赶上了
好时候。”座谈会上，纳税人代表纷纷
对武陟县税务部门的暖心服务点赞。

优化服务，坚守初心使命。该局
以“文明税风”培训活动为抓手，对纳
服人员开展综合素质、业务能力、工作
礼仪等培训；为企业送上“个人定制”
服务，通过针对性测算，为辖区河南江
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减免4月份税款
363.3万元，降低费额17万元；为缴费
人开通社保费缴纳绿色通道，充分保
障缴费人切身利益。

武陟县税务局将继续深入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减税降费、
深化“放管服”改革等方面的决策部
署，进一步提升纳税人、缴费人的获得
感和满意度，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效，
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焦作税务 以工作的高质量开展实效检验主题教育成效 武陟税务 以主题教育助推减税降费落实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