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县食药监局“四到位”
开展食品批发环节专项治理

本报讯 为进一步规范食品批发

市场经营秩序，保障全县人民群众春节
期间食品消费安全。县食药监局在全县
范围内持续开展食品批发环节专项治

理行动。
组织领导到位。该局成立了整治工

作专项领导小组， 及时召开专门会议，
明确了指导思想、工作目标、工作重点、
任务区分和相关要求， 围绕重点食品、
重点市场、 重点区域开展专项整治，力
争通过专项整治、解决问题食品、治理
重点区域、净化全县食品市场。

突出重要品种。 该局聚焦食品批发
市场、大商场、大超市及城乡结合部和偏

远农村食杂店， 重点检查与群众生活息
息相关的食品， 下大力气规范食品经营
户的进销货台帐、索证索票落实情况。

责任落实到位。 在明确“一把手”负
总责的基础上， 该局将专项整治任务细
化量化，明确区域，层层分解，责任到人，
做到时间、人员、区域、责任“四落实”。

发动宣传到位。 在充分发挥 12331
投诉举报电话作用的基础上，积极宣传
有关法律法规， 及时发布消费提示，增
强食品经营者诚信守法自律意识和消

费者自我保护意识，拓宽查处不合格食
品的线索来源和全民参与的积极性。

（杨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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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阳县部署脱贫攻坚暨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本报讯 1 月 2 日， 全县脱贫攻坚
第十六次推进会暨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百日行动 ”会议召开 ，会议的主要
任务是部署全县脱贫攻坚千名干部

驻村帮扶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百日
行动 ”， 进一步动员全县上下统一思
想 、明确任务 、夯实责任 、加压紧逼 ，
加快补齐非贫困村帮扶弱和农村人

居环境差两项短板， 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
础。

县领导王毅、岳新坦、苏中林、马自
成、刘涛、谢留定、冯涛 、张文峰 、耿党
恩、党魁、刘淑杰等出席会议。

县长王毅指出 ，2018 年是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第一年， 也是
打赢脱贫攻坚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关键一年，新的一年要有新气象，更要
有新作为。 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开
展千名干部驻村帮扶和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百日行动”的重大意义，切实统一
思想、提高认识，把两项工作作为重大
政治任务抓实抓好。

王毅要求， 各级各部门要统一思
想，深化认识，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努力
站在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树立攻坚

意识、责任意识，敢于担当、甘于奉献，
切实扛起各自的责任和重担， 保障全
县贫困村、 非贫困村驻村帮扶和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步调一致、 统筹推
进， 为如期实现全面小康夯实基础；要
凝聚力量，提高标准，强力推进精准扶
贫，着力开展走访活动、着力落实帮扶
政策、着力完善规范档卡资料、着力加
强基础设施建设、 着力加强基层组织
建设、着力强化督查考核，按照脱贫攻
坚路线规划， 完成所有基础工作任务；
要集中整治，全面提升，努力建设美丽
乡村，全面开展农村垃圾治理，努力改
变村容村貌，推动乡村移风易俗，全面
实施农村绿化美化， 打造生态宜居乡
村；要加强领导，严格奖惩，确保取得工
作实效，加强组织领导、宣传发动、督导
考核，充分认识开展各项工作的重要意
义，结合本辖区 、本部门实际 ，夯实责
任，求实求效。

王毅强调，全县脱贫摘帽正式进入
倒计时，也开启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新征程。 全县各级各部门要围绕目标，
加压紧逼， 努力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为
建设富裕和谐美丽淮阳作出新的贡献。

（苏凯歌）

淮阳县认真学习贯彻
市委统战工作会议精神
������本报讯 12 月 30 日， 淮阳县召开
贯彻市委统战工作精神会议， 县长王
毅， 县委副书记、 政法委书记岳新坦，
县委常委、 统战部长刘淑杰， 县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 县民宗局局长孟华出席会
议， 县宗教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
人， 各乡镇党委书记、 分管副职及统战
系统全体人员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了市委统战工作会议精

神， 下发了 《淮阳县加强宗教工作三
级网络两级责任制的实施意见》。

会议强调， 要提高政治站位， 认清
宗教工作的复杂性、 敏感性、 特殊性；
要充分认识当前宗教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 高度重视抵御宗教渗透工作； 要加
强对全国、 全省、 全市宗教工作会议和
省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 市
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精神的

学习， 认真抓好落实。

会议指出， 要明确目标， 落实任
务 ， 要抓好各项制度落实 ， 强化工
作体制机制保障 ； 要加大对党的宗
教政策的宣传力度 ， 加强对宗教方
面的舆论引导 ， 把信教群众凝聚到
脱贫攻坚上来 、 凝聚到建设平安和
谐美丽淮阳上来 、 凝聚到与社会主
义建设相适应上来 ； 要完善加强宗
教工作三级网络两级责任制建设实

施意见 ， 坚持主体在县 、 延伸到乡 、
责任在村 、 落实到点的要求 ， 增强
做好宗教工作的主动性。

会议要求， 要强化责任， 务求实
效， 要加强领导， 形成工作合力； 要
层层召开动员会， 各乡镇在规定时间
内把会议贯彻和宗教三级网络建设情

况上报县宗教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
要做好宗教场所安全工作， 确保不出
现一起安全事故。 （耿保卫）

踏雪访贫 温暖民心
———淮阳千名干部踏雪大走访送温暖掠影

������1 月 3 日，大雪如期而至。 冰天雪地、气温骤降，群众的生产生活受到一
定影响，也牵动着淮阳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的心。 1 月 4 日起，全县开展千
名干部“大走访 送温暖”活动。 县四个班子领导带领千名干部走村串户，深

入分包行政村农户家中宣讲扶贫惠民政策，帮助打扫积雪，开展送棉衣、棉被
等访贫问苦活动。 广大干部用行动描绘了一幅幅感人的画面，而这样的感人
画面让寒冬时节的淮阳百万群众感觉格外温暖。

记者 侯俊豫 整理

县长王毅先后到孔楼、高河、王井等村子看望慰问贫困户。 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岳新坦到四通镇督导送温暖活动。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苏中林看望慰问贫困户。

县环保局负责人看望慰问群众。

县直工委负责人看望慰问贫困户。

县政协主席马自成看望慰问群众。

县人社局负责人看望慰问群众。

县工商联负责人看望慰问贫困户。

中原农险淮阳分公司负责人为群众送棉衣。 驻村干部帮助群众清除街道积雪。

不忘初心惠民生 牢记使命加油干
———记县委统战部驻夏楼行政村工作队长张国强

杨国华

������1 月 4 日 ， 豫东大地普降大雪 ，
县委统战部驻刘振屯乡夏楼行政村工

作队长张国强和工作队员带着党和政

府的重托， 载着满满的慰问品， 挨家
挨户看望困难群众。 天寒路滑， 途中，
张国强摔倒在地， 尽管这样， 他拄着
木棍坚持到慰问结束才去医院检查。

张国强和其他队员入村以来， 为
夏楼行政村贫困群众做了许多好事 ，
得到当地群众的广泛好评。

入驻夏楼村后， 张国强带领队员
严格按照 “六个精准” 的要求和 “五
进十出” 工作法， 对建档立卡贫困户
和非贫困户， 多次走访座谈。 “看该
退出的非贫困户退了没有， 该进的贫
困户进入没有”， 紧紧抓住精准识别第
一关， 对评议出的 22 户贫困户名单，
在村子明显位置公示， 并公布监督举
报电话， 接受群众监督。

在开展 “昼访夜谈” 活动中， 张
国强看到困难群众赵连勤家围墙年久

失修， 其没有能力修缮。 张国强便充
分发挥统一战线优势， 引导爱心企业
拿出两万余元， 为赵家建好院墙、 大
门和厨房， 彻底改善了赵连勤的居住
条件。

贫困户李全领是一位重度残疾

人， 母亲 2017 年因病撒手人寰， 生活
的压力像一座无情大山压得他喘不过

气来。
张国强得知情况后， 多次找到李

全领促膝交谈， “你是脱贫主要对象，
现在党的惠民政策很多。 现在， 政府
实施危改项目， 为你改建了新房， 其
它帮扶措施也得到了落实。 街坊邻居
又支持你开了小卖部， 都很照顾你的
生意， 日子会越来越好”。 每次谈话，
张国强都为他送去精神的慰藉。

如今， 邻居们都说， “全领的小
卖部生意不错， 精神面貌和过去像变
了个人一样， 多亏了张部长的劝导”。

要想富， 先修路。 早前， 夏楼行
政村 5 个自然村主干路坑坑洼洼。 每
逢雨雪天气， 道路泥泞， 群众怨声载
道。 县委统战部与夏楼村结对帮扶后，
张国强和县委统战部其他班子成员 ，
把群众的呼声及时传递给县发改委 、
扶贫办等单位， 千方百计帮立项、 忙
实施。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截
至目前， 夏楼所有自然村主干路全部
修成了水泥路， 98﹪的胡同也修了水
泥路。 该村群众夸赞说， 党的政策好，
县委统战部驻村工作队干的真不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