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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信访稳定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陈
德辉） 3 月 13 日，县委书记马明超在县
委会议室主持召开全县信访稳定工作

会。 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中共
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新闻舆论工

作的意见》《中共河南省委关于认真贯
彻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通知》，
并部署信访稳定工作。王毅、岳新坦、苏
中林、马自成、谢留定、冯涛、王之梦、张
文锋、耿党恩、党魁、刘淑杰等县领导出
席会议。

马明超指出， 信访稳定是执政基
础，各级各部门要把做好当前信访稳定
工作作为中心工作来抓，认清当前全县
信访工作形势，统一思想，增强信访工
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马明超强调，全县各级各部门要认
真对待上级的安排部署， 思想上再重

视，绷紧信访稳定这根弦，踏踏实实干
工作，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政治
意识， 切实把信访稳定工作放在心上、
扛在肩上、抓在手上，以永不懈怠的精
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工作姿态，不折不
扣地把上级对信访稳定工作的各项决

策部署贯彻落实到位。 要综合施治，各
级各部门要主动担当，落实责任，切实
把信访维稳工作落到实处， 提升能力，
认真学习政策法规及业务知识，加大依
法处置力度，严格责任追究，确保全县
政治大局和谐稳定。

会上，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岳
新坦传达了市信访稳定工作推进会精

神，部署了全县信访稳定工作。 会议还
听取了副县长王汝凌关于省脱贫攻坚

第八评估组到淮阳调研情况的汇报，部
署了下一步工作；听取了县委常委党魁
关于“两违”整治工作情况的汇报。

旅游大讲堂专题报告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孙
琳琳） 3 月 19 日上午，淮阳县在党校四
楼会议室举行旅游大讲堂专题报告会，
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旅游协会休闲度假分
会秘书长曾博伟受邀为全县领导干部

上了一堂旅游发展的专题课。县委书记
马明超、县长王毅等县四大班子领导到
场听课。

以旅游为突破，带动县域经济发展
是淮阳县委、县政府的发展战略。 为进
一步提升全县旅游业档次，使旅游业向
专业化方向发展，该县特邀请曾博伟授

课。
当天，曾博伟以“人文祖庭，秀甲中

原”为报告主题，从旅游业的发展形势、
发展思路和发展策略三个方面，深入浅
出地为现场领导干部讲解了全域旅游

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并结
合淮阳当地的文化旅游资源，对存在的
问题进行深度剖析，为淮阳文化旅游发
展提出了较有价值的建设性意见。两个
半小时的讲座，让大家受益匪浅。

报告会结束，马明超向曾博伟颁发
了聘书，聘请曾博伟为淮阳县政府文化
和旅游发展特别顾问。

马明超到安岭镇检查脱贫攻坚工作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沈
群） 3 月 20日下午，县委书记马明超深
入安岭镇杰针园行政村检查指导脱贫

攻坚和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在杰针园行政村村室， 马明超认

真听取了该镇和杰针园行政村及驻村

工作队的工作汇报，详细查看了该村档
卡建设和六类重点人员公示情况，并深
入村内部分脱贫户、预脱贫户家中进行
座谈。

马明超要求，镇村两级对脱贫攻坚

工作要高度重视， 要本着严之又严、细
之又细、 实之又实的工作标准和要求，
扎实开展工作。 要抓机遇求主动，补短
板强弱项，高标准完善贫困户电子档卡
和产业带贫工作。 要围绕 2018 年脱贫
摘帽目标，针对脱贫要素，认真查漏补
缺。要做好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和坑塘治
理，达到村容村貌整洁有序。 要抓党建
促脱贫， 切实强化村级基层组织建设，
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为脱
贫攻坚提供坚实的组织保证。

王毅到鲁台镇检查脱贫攻坚工作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魏
贺） 3 月 20日下午，县长王毅到鲁台镇
大姚营行政村检查指导脱贫攻坚工作。

在大姚营行政村，王毅详细查看了
该村档卡建设和六类重点人员公示情

况，入村走访了部分脱贫户、预脱贫户、
五保户。

王毅要求，乡村两级必须提高政治
站位，认清形势，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做好脱贫攻坚工作。要按照档卡建

设整改要求， 认真做好规范化管理工
作， 对已完善的档卡要进行精准审核，
进一步把档案做实、做细、做精准。要做
好环境卫生整治， 达到村容村貌整洁、
群众家中“五净一规范”。要详细排查危
房和长期闲置院落， 确保危房改造到
位、无人居住房屋提示标注到位。 细化
帮扶措施，分类施策，有能力脱贫的贫
困户要实现稳定脱贫，确保无能力脱贫
户在政府帮助下达到“两不愁三保障”。

县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民主生活会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马
素丽） 3 月 14 日下午，县人大常委会党
组书记苏中林主持召开民主生活会 。
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霍伟、孟华参加
会议，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凌君列席
会议。

会议围绕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维护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全
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各项决策部署

这一主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苏中林首先代表县人大常委会党

组从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认真执行党中央决策部
署和上级党委决议决定、 对党忠诚老
实、担当负责、纠正“四风”、严格执行廉

洁自律准则等方面作了对照检查，并带
头作个人对照检查发言，主动接受班子
成员的批评意见。

随后，党组班子成员分别结合各自
思想和工作实际，对个人存在的问题进
行了认真查找，相互之间开展了严肃的
批评与自我批评。

各位党组成员聚焦主题，既讲工作
又讲思想、既讲现象又找根源，自我批
评态度端正、不遮不掩，见人见事见思
想，提出批评出于公心，实事求是、坦诚
相见，开门见山、直言不讳。 最后，大家
表示， 对于会前查摆和会上提出的问
题，一定虚心接受 、照单全收 、立行立
改，用好本次民主生活会的成果，推动
工作再上新台阶。

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座谈会召开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陈
德辉） 3 月 18 日，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座谈会在羲皇宾馆召开。 省文化
厅、省非遗中心有关负责人和各省辖市、
直管县文化部门负责人等参加了会议。

会议指出， 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

究是时代赋予文化部门的责任， 目前的
非遗保护现状急需大家进行形势研判

和对策思考， 进行一系列理论研究和工
作体系研究。 同时要求， 各省市文化单
位要结合工作实际对当地非遗工作开

展情况进行分析， 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与利用； 要积极关注文化产业与
传统工艺发展规律， 着重做好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保护； 要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的交流沟通， 注重对非物质文
化遗产背后的历史渊源与哲学思想进行

分析，避免研究的浅表化。

会上 ， 省文化厅非遗处负责人就
2017 非遗工作进行了总结，并安排部署
了 2018年工作重点。 各省辖市、直管县
文广新局、 非遗单位负责人汇报了各自
的非遗工作开展情况， 并就非遗工作出
现的问题进行讨论。

又是一年朝祖会 龙湖湖畔舞翩翩
———聚焦中国(淮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

记者 侯俊豫 文/图

������自 3 月 18 日起，“第九届中原古韵———中国(淮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活
动在淮阳县举行。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展演刮起了一股“西北风”。

来自陕西、青海、内蒙古等 9 省的 35 个非遗项目集中展演，其中国家级项

目 18 个，省级项目 8 个，市县级项目 9 个。 展演中，既有动态展演，如传统音乐、
舞蹈、戏剧、曲艺等门类，还有传统美术等静态展示和民间文艺巡游。 在人们眼
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已成为朝祖会上一道特色浓郁的文化盛宴。

欢跃的竹马

陕西传统音乐《丝路欢歌》表演 锣鼓喧天

县国土资源局职工“充电”忙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李
殿彬） 3 月 15 日 ， 县国土资源局聘
请技术专家 ，对规划 、测绘 、用地 、利
用、地籍、耕保、监察等部门业务骨干
开展应用地理信息系统平台技术培

训。
技术专家采取现场操作、边讲解边

实践的方式， 对如何使用软件平台制

作图件、套合规划图、分析规划地类及
空间数据显示、编辑、查询检索、统计、
报表生成、 空间分析高级制图等相关
业务知识进行培训。

整场培训图文并茂、 学用结合、简
明易懂， 有效提高了该局业务人员的
技术水平和业务能力， 有助促进国土
资源工作的高水平开展。

县妇联到扶贫村开展义务植树活动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白
杨） 春分时节暖，植树正当时。 为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助力脱贫攻坚，进一步改
善人居环境，3 月 22 日上午， 由县妇联
全体机关干部组成的巾帼志愿服务队到

扶贫联系点大连乡代庙行政村和该村党

员干部一起开展义务植树活动。
活动现场，身着红色志愿服装的志

愿者们，在村党员干部的带领下，挖坑、
放树、封土……一切进行得井然有序，经

过 2 个小时的努力， 他们共栽下大叶女
贞树苗 46株。

该村党员干部丁守宣称， 县妇联巾
帼志愿服务队不嫌脏、 不怕累到村子义
务植树， 不仅增强了村党员干部带领群

众改善人居环境的信心， 而且鼓舞了村
党员干部带领群众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士

气。
县妇联通过此次活动旨在引领广大

群众增强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美好家园、
早日脱贫致富的意识。同时，激励年轻志
愿者学习老党员对党的忠诚和无私奉献

精神，立足岗位加油干，发挥才智，建功
立业， 为建设富裕文明和谐美丽淮阳作
贡献。

气势磅薄的陕西韩城行鼓

陕北民歌联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