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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召开“创城”重点问题汇报会农村公交线网建设打通山区百姓出行“最后一公里”

用我一世烟火 换你人间繁华

区领导检查清明假期
城市运行保障和护林防火工作

“东方红，太阳升……”悠扬的
《东方红》乐曲结束，整点的钟声从
矗立在郑州的一座独特的连体仿古
双塔塔顶传来，回响在周围鳞次栉
比的高楼大厦之中。与这些高楼相
比，这座高63米的塔似乎不够“魁
梧”，与郑州悠久的历史相比，这座
塔又显得非常年轻，但它却是郑州
的地标性建筑，也是郑州人的精神
之塔，这就是——郑州二七纪念塔。

“不到二七塔，就等于没到过郑
州。”足见二七纪念塔在郑州人心中
的地位。而二七区、二七路、二七广
场、二七商圈……这一个个名称似
乎都在无声地诉说着这座城市与一
段历史割不断的联系。

“这面墙上的浮雕，再现了当时
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时的场景
……”郑州二七纪念馆社会教育部
讲解员陈默说。

郑州位于京汉、陇海两大铁路
的交会处，铁路工人集中，这是中国
共产党开展工作的重要地方。
1920年 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
了共产主义小组，开始在铁路沿线
开展工人运动。到1922年底，京汉
铁路沿线已建立起16个分工会，为
成立总工会奠定了基础。

1923年2月1日清晨，各地代
表齐集郑州，从郑州火车站出发，向
总工会成立大会会场——普乐园挺

进。
反动军警荷枪实弹，如临大

敌。面对全副武装的敌人，代表们
毫不畏惧，冲破军警的包围圈，冲进
会场。在一片欢呼和口号声中，郑
州分工会委员长高斌大声宣布京汉
铁路总工会成立。

2月1日晚，总工会秘密召开紧
急会议，为争人权争自由，决定在2
月4日举行全线总罢工。

面对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
军阀吴佩孚决定用武力镇压工人。

2月4日上午9点，郑州分工会
工人们齐集机厂煤台，高斌拉响三
头汽笛，宣布罢工开始。随后，江岸
从10点起，长辛店从11点起，先后
宣布罢工。在三个小时的时间里，
从南到北一千多公里的京汉铁路线
上，三万工人实现了总同盟大罢工。

2月7日，吴佩孚在列强的支持
下调动两万多军警对罢工工人进行
血腥镇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
惨案”。施洋、林祥谦、高斌等52位

同志英勇牺牲，300多人身负重伤，
1000多人被开除，流离失所。

“二七惨案”后，京汉铁路沿线
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但是工人
们在党的领导下没有退却，他们擦
干身上的血迹，踏着烈士的脚印，又
开始了新的斗争。1924 年 2月 7
日，全国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

郑州分工会恢复后，汪胜友被
选为郑州分工会委员长，司文德被
选为工务处工人总代表，他们二人
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于1926年
7月组成秘密战斗小组，经常在夜
里卸掉铁轨上的枕木，烧毁桥梁，有
力地打击了封建军阀。1926年10
月6日二人被捕，15日被杀害于郑
州的长春桥。

岁月变迁，曾经的水深火热之
地如今已换了新颜。

“1951年郑州市翻新道路时将
长春桥旧址扩建为二七广场。当时
广场内建有一座木塔，1971年木塔
倒塌。为了纪念京汉铁路工人运

动，郑州市政府当年在原址上修建
了二七纪念塔。二七纪念塔自建成
以后一直走在郑州市文化传播的最
前沿，许多工商企业都以二七塔为
商品注册商标，环绕二七纪念塔周
边，二七区、二七路、二七商圈……
可见二七纪念塔在郑州人心中举足
轻重的地位。二七纪念塔不仅成了
郑州的地标性建筑，也成为郑州人
心中的精神之塔。”陈默讲解道。

如今，站在二七纪念塔顶眺望
周边，白天车水马龙、夜晚灯火璀
璨，现代商业都市的繁华一览无余。

郑州二七纪念塔自诞生之日起
就带着历史的记忆，镌刻着红色的
基因，自1971年落成以来，它就像
一位岁月老人，见证着郑州这座城
市的发展与变迁，而其所代表的“二
七精神”，也在一代代郑州人中延续
和传承。

“烈士们用鲜血为我们换来和
平幸福的生活，在我们铭记历史、瞻
仰先烈的同时，请不要忘记继承先
辈遗志，发扬团结互助无私无畏的
精神，将我们的明天建设得更加美
好……”陈默话音刚落，塔顶又传来
了《东方红》的乐曲声。

新华社记者 王烁（新华社郑州
1月23日电）

——摘自 2021年 01月 27日
《北京日报》

本报讯（记者 闫吉 谢琪锦）
4 月2日上午，我区召开“创城”重
点问题汇报会。区委书记张力兵
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代
区长喻华锋，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
维刚，区政协主席张永出席会议。

区创城办汇报近期我区“创城”
工作情况，各单位进行交流发言。

张力兵在讲话中指出，目前，
全区所有问题已经完成了一轮全
要素排查，本月还要再进行新一轮
的排查。今年是冲刺攻坚年，明年
是冲刺决战年，后年是冲刺决胜
年，全区上下要全力冲刺，决胜决
战，确保完成全年工作任务。

张力兵要求，区创城办要提高
政治站位，瞄准今年工作任务，进一
步完善、落实《誓夺全国文明城区三
年冲刺行动计划》，完成冲刺攻坚目

标，全面高质量摘得全国文明城区
桂冠。全区各部门、各单位要紧密
衔接，相互协调，以“立足首善，勇争
第一”为目标，细化任务分工，分级
分类完成好今年任务台账。要坚持
问题导向，将粗放的城市管理、农村
管理向精细化管理转变。要对当前
存在的问题，倒排时间进度，限时整
改落实。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要把党史学习教育纳入
为民办实事工程，要动员社会一切
力量，积极参与“创城”工作。

张力兵强调，全区上下要坚决
贯彻中央、市委决策部署，继续保
持奋进姿态，以更加首善的标准、
更加务实的举措，瞄准目标，确保
如期圆满完成“创城”任务。

区领导金秀斌、赵北亭、王涛、
李晓峰参加会议。

本报讯（记者 耿伟）4月3日
上午，区委书记张力兵到妙峰山镇
调研清明假期护林防火、民宿建设
和新冠肺炎疫苗接种工作。

在岭角村，张力兵实地查看了
村企合作民宿项目建设情况。他
要求，民宿建设单位要进一步优化
设计方案，尤其在民宿内部整体色
调和局部装饰色彩搭配方面要认
真研究、着力提升。要继续深入挖
掘村子的历史文化内涵，在突出村
子地质资源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入
地区文化底蕴和多种元素，重点围
绕豆腐、炸咯吱等特色美食，增加
美食制作和研学活动，拓展民宿游
玩体验项目，让游客感受我区独有
的特色文化。

张力兵强调，清明假期到山区
祭扫和踏青的市民明显增多，岭角
村要高度重视护林防火工作，强化
护林值守和巡视，引导游客文明踏
青，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同时，要
持续提升村容村貌，加大环境整治
力度，提升村子景观效果，为游客打
造水清岸绿、风景宜人的旅游环境。

随后，张力兵到妙峰山镇新冠
肺炎疫苗临时接种点检查疫苗接
种工作，慰问新冠疫苗接种一线的
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要求妙峰山
镇要继续加大宣传动员力度，强化
疫苗接种服务保障，推进疫苗接种

工作加速进行。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区委

办主任金秀斌参加调研。
又讯（记者 马燊）4月3日上

午，区委副书记、代区长喻华锋带队
检查清明假期城市运行保障、护林
防火、群众祭扫等工作情况。

喻华锋先后到区自来水公司、
天山陵园、城子变电站、城子村护
林防火站、河滩公交场站和石龙大
厦，现场查看了各项保障工作，并
对在岗值守的工作人员表示慰问。

喻华锋指出，清明节假期正是
我区护林防火工作的关键时期，同
时也是市民出行的密集期。全区
各相关部门、单位要提高认识，以
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好各项
保障工作，切实提高警惕，确保不
发生安全事故。区供水、供电、交
通、商业等部门要强化隐患排查，
坚持24小时值守，密切关注群众
诉求，有效提升服务质量，确保假
期期间城市运行稳定。各镇街要
进一步做好护林防火工作，细致排
查进山人员，谨防火种、火源进
山。同时，要规范上山祭扫行为，
严禁野外烧纸，加强环境保护，防
范森林火险。殡葬服务行业要强
化祭扫秩序管理，有序引导群众参
与文明祭扫，与各部门携手，营造
安全、和谐、有序的祭扫环境。

本报讯（记者 何依锋）4月1日
下午，我区召开第二季度全区公共
安全形势分析会。区委副书记、代
区长喻华锋出席会议。

会上，区应急管理局通报了第
二季度全区公共安全总体形势和
森林防火工作形势并部署近期重
点工作；区民政局通报清明安全保
障工作形势；区生态环境局通报空
气质量形势；区消防救援支队通报
城市消防安全工作形势；各镇街就
清明假期及二季度相关工作进行
了发言。

喻华锋强调，全区各部门、各
镇街要高度重视，一要结合季度特

点，强化风险意识、忧患意识、底线
思维，坚持问题导向，对本行业、本
领域、本辖区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
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和检查，全力确
保公共安全形势持续稳定；二要突
出重点，狠抓安全生产、森林防火、
城市运行安全保障、大气污染防治、
节假日服务保障等工作，切实提升
全区公共安全工作水平；三要落实
责任，结合各自岗位职责，加强值班
值守和信息报送等工作，严格执行
24小时领导带班和值班制度，遇有
突发事件，及时、有效、果断处置，全
力确保我区公共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副区长王涛参加会议。

我区召开第二季度
全区公共安全形势分析会

——二七纪念塔的前世今生

本报讯（记者 何依锋 杨爽）4月 2日下
午，区委副书记、代区长喻华锋到区公安分局调
研，实地参观分局司法鉴定中心和110指挥大
厅，并详细了解公安队伍建设、案件办理流程和
接处警工作等情况。

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孙鸿博汇报分局
总体情况。

喻华锋指出，区公安分局充分发扬讲政治、
敢担当、能战斗、讲奉献、作风好、勇创新的作
风，厚植为民情怀，锤炼过硬本领，切实提升了
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满意度，为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和百姓安居乐业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喻华锋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始终
牢记政治职责，强化政治担当，时刻紧绷安全稳
定这根弦，确保首都“西大门”绝对安全。要坚
决守住政治安全底线，健全工作机制，扎实做好
各项工作，维护安定团结的良好局面。要克服
麻痹松懈思想，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加强社
会治安和公共安全管理，切实提升人民群众安
全感，同时为地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营
商环境。要加强与各部门协同联动，抓好“接诉
即办”、流动人口管控、交通秩序维护和停车治
理等各项工作，有效提升城市秩序管理水平。
要进一步强化对区域重点工作的支持保障力
度，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安保工作，为地区经济发
展保驾护航。要全力提升为民服务水平，做好
各项便民服务工作，为百姓创造更好的服务体
验，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要积
极主动与属地及相关部门融合联动，加强协作
配合，将社会治理与治安管理相结合，实现共建
共治共享。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指示精神，全力打造一支“能征善战、作风优
良”的京西公安铁军，为地区绿色高质量发展贡
献公安力量。

本报讯（记者 耿伟）4月5日晚，我区
召开清明期间森林防火、疫苗接种及城市
运行保障调度会。区委副书记、代区长喻
华锋出席会议。

在听取了全区各单位、镇街相关工作
情况汇报后，喻华锋指出，清明假期中，各
部门坚持做好新冠肺炎疫苗接种、清明祭
扫、森林防火、河道巡查、环保执法、安全保
障、城市运行、旅游接待等各项工作，总体
情况平稳有序。全区党政机关、党员干部
积极参与宣传动员，新冠肺炎疫苗接种率
显著提升，向节日期间奋战在一线的全体
人员表示感谢并致以敬意。

喻华锋要求，要继续加大组织动员力
度，发扬“讲奉献，争第一”的门头沟精神，坚
定信心，加快推进新冠肺炎疫苗接种工作，
力争提前完成任务。各行业、各部门结合实
际情况挖掘潜力，要毫不松懈地抓好应急安
全工作，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抓紧、抓实森林
防火，保持城市运行安全有效。要统筹抓好

“接诉即办”，坚持每日调度，保持100%见面
率，狠抓过程管理，有效提升“接诉即办”的
响应率、解决率和满意率。要进一步强化大
气污染检查执法，保持执法高压态势，严格
落实“回头看”机制，确保问题整改到位。

副区长曹子扬参加会议。

本报讯（记者 杨铮）4月1日下午，我
区召开国道109新线高速公路建设保障工
作对接会。市交通委总工程师刘长革，区
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贵明，区政协副主
席、国道109新线高速公路工程指挥部总
指挥高连发出席会议。

会议要求，参建单位要把好工程质量
关，按照市、区两级要求，高效完成工程建
设工作。各镇政府和相关委办局要落实主
体责任，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发挥作用，

履行好自身职能，做好工程的监管、审批、
服务等各项工作，要以主动服务、创新服务
的意识，从各自专业领域出发，妥善解决好
工程项目中的各类问题。区相关执法部门
要主动向前一步，从生态环境保护、大气治
理等方面着重发力，加强对工地的安全指导
和检查工作。工程指挥部要做好强化统筹
工作，从建设标准、廉洁廉政等方面强化监
督检查，努力将国道109新线高速公路项
目打造成优质示范工程和精品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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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召开清明期间森林防火、
疫苗接种、城市运行保障调度会

我区召开国道109新线高速公路
建设保障工作对接会

本报讯（记者 杨铮 陈凯）近年
来，我区大力实施“村村通”公交惠民
工程，加快推进农村公交线网建设，
让深山百姓行有所乘，幸福出行。

斋堂公交场站位于斋堂镇东
部，是23条山区公交线路的换乘中
心站，也是山区百姓往返门头沟城
区的重要交通枢纽。

场站里，公交驾驶员佟庆正在
给即将发车运营的公交车做详细检
查，对于这位已有17年公交驾龄的
老司机来说，如今的公交车不仅为
老百姓的出行带来了便利，更为公
交驾驶员们的工作带来福音，佟庆
说：“我刚参加工作时，公交车是老、
破、旧，外观就一个中开门，还有一
个大包，样子特寒碜。现在的公交
车，发动机改成后置，前后两个门，
不仅方便乘客上下车，样子也特别
漂亮。”

回忆起曾经的公交车，佟庆感
慨万千：“以前的公交车就是方向
盘，没有助力，开一天膀子都疼，特

别累。现在的公交车不仅有助力，
而且还是自动挡，驾驶体验比以前
强的不是一星半点。”

宽敞的车厢、舒适的座椅、整洁
的乘坐环境，已成为了每一辆公交
车的标配。人们再也看不到以往那
些漏风、颠簸、噪音大的公交车身
影，取而代之的是电动、环保、舒适
的出行体验。一位正在候车的乘客
说：“现在，这车里头不仅漂亮、干
净，还有空调。夏天开冷风，冬天开
热风，我们坐在车里也挺舒服。”

在斋堂公交场站工作的王进
华，是土生土长的斋堂人，自从山区
公交开通以来，王进华便回到了家
门口驾驶起公交车，为父老乡亲们
服务，关于山区公交，他印象最深的
事情便是2018年2月8日，斋堂公
交场站至柏峪村的M12路公交车
正式开通。那天早上，王进华特意
申请了头班车次，这趟看似平常的
出车，让他深深感受到山区百姓对
公交车的热切期盼：“虽然我到的时

候才早上7点多，但却看到全村人
已经打着手电等在了村口，迎接公
交车的到来。我开到村口停下车，一
位大爷跟我说‘我活80多岁了，终于
能在家门口坐上公交车出山了’。”

在王进华眼里，这些年完善和
提升的不仅仅是公交线路和硬件设
施，还有公交司乘人员的服务意
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他自费为
乘客们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这不仅是王进华对家乡人民的回
馈，更是他作为一名公交驾驶员的
责任与担当:“有好多乘客上车忘记
戴口罩，我就自备了一些，供他们临
时取用。”

“村村通”公交，全面打通了山
区百姓交通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一条条公交线路为群众出行提供便
利，一趟趟公交车承
载着百姓对美好生活
的期盼。开通一条公
交线路，服务一方山
区人民，群众幸福感

和获得感的持续提升，是走向小康
生活最好的见证。

精准帮扶，交通先行。近几年，
我区大力推进山区公交路网建设，
通过实施公交线路“村村通”，不但
为山区百姓打造了外通内联、安全
舒适的公交出行环境，更为外区游
客进山旅游提供了便捷条件。截至
目前，我区共有649部山区公交车
辆，44条山区公交线路。2020年，
全年运营 733 万公里，客运量达
723万人次。

“村村通”公交的快速发展，不
仅拉近了山区与城区的距离，更为
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夯实了基础。
便利通达的交通条件，不仅改变了
乡村面貌，也改变了村民们的生活，
让山区百姓在小康路上快速前行。

解码小康生活解码小康生活解码小康生活

本报讯（记者 耿伟）在刚刚过
去的清明假期里，大峪街道新桥社
区的在职党员们，利用休息时间，
回社区报到，按照居委会的统一安
排部署，跟随社区工作人员一起，
分楼、分单元开展“敲门”行动，进
一步了解未接种新冠疫苗的居民
未接种的原因和实际情况，宣传疫
苗相关知识，动员大家积极接种新
冠疫苗。

已接种完两针新冠疫苗的在
职党员还现身说法，通过讲述自身
接种的感受，消除市民疑虑。除了

上门动员外，在职党员们还结合电
子显示屏、横幅、海报等，设置固定
宣传点，解答居民相关问题。据
悉，4月4日、5日两天，共有近百名
在职党员回社区报到，参与宣传动
员工作。

一位社区在职党员说：“2月8日
接种完新冠疫苗第二剂后，没有任何
不良反应。除了自己带头做好接种
外，也带动家里人做好疫苗的接种。
同时，回到社区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帮助社区做好宣传工作，与大家
共筑免疫长城。”

在职党员回社区
助力新冠疫苗接种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