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栉风沐雨踏征程 铿锵奋进谱新篇
———淮阳环湖东路项目征地拆迁强力推进再现“S324”精神

陈中平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解难题、破困
境、谋发展，需高远立志、守正笃实、久
久为功，才能激流奋进、勇立潮头，取得
成功。 2018 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的开局之年，也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全
县社会事业发展处于关键攻坚期，各项
重点工作推进百舸争流、 齐头并进，迸
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县委、县政府方
向明、思路清，积蓄能量，释放力量，着
力推动以“三十工程”为重点的重大项
目建设，持续扩大投资，激发内生动力，
促进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县干
群紧跟步伐，比干劲、争速度、齐发力，
战天斗地，披荆斩棘，破冰前行，夜以继
日战斗在项目建设一线，谱写了一曲曲
大干快上的英雄赞歌，绘就了一幅幅干
群同心的壮美画卷。 在此新时代背景
下，环湖东路项目建设超前谋划、率先
发力、一马当先，强力推进征地拆迁，充
分发扬“白加黑”、“5 加 2”、“晴加雨”的
苦干精神， 仅用 6 天完成了涉及 80 余
户拆迁户 5 万平方米的总征地拆迁体
量，再现了“淮阳速度”“淮阳作风”，为
全县项目建设开了好头。

推进项目建设， 需要谋定而后动。
明确目标，及早谋划，提前介入，是做好
工作的前提。环湖东路项目南起弦歌路
与民生路交叉口，北至连心东路，全长
1960 米，贯穿城关镇从庄、贾庄两个行
政村，是实现淮阳城市建设“东城西景”
战略，打开“东大门”，提升旅游体验服
务质量的重点基础工程。 春节过后，项
目迅速启动实施， 项目指挥部深入一
线，搭建阵地，研判形势，靠前指挥，超
前谋划， 号召指挥部全体干部勇挑重
担，克难攻坚，敢打硬仗。县、镇、村三级
干部既定而动，斗志昂扬，士气高涨，进
驻前沿阵地，开展宣传发动，走村入户
察民情，释难疑，为项目建设推进宣传
谋势，鼓劲造势。 干部人心齐、干劲足，
群众人心稳、聚共识，项目建设自启动
伊始便呈现出风雨同舟、 迎难而上、加
压奋进的局面。

推进项目建设，需要领导带头，行
之以躬。 领导干部以身作则、 身先士
卒，走在解决问题落实工作的前列，就
会在无形中产生强大的引领力量 ，切
实把各项工作抓出成效。 在湖东路项
目推进过程中， 县委书记马明超亲临
一线 ，亲自指挥 ，督导工作进度 ；县长
王毅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工作方案，筹
集项目资金，保障工作顺利推进；项目
总指挥长，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岳
新坦蹲在项目前沿阵地，坐镇指挥，解
剖 “麻雀 ”，破难释疑 ，推动项目实施 ；
项目副指挥长、 县政法委副书记师建

玉手术刚过，放弃休息，第一时间投入
工作；城关镇镇长耿宝勇引领带动，带
领镇村干部昼夜不停推动征地拆迁 ，
展现敬业无私精神。 县、镇、村三级干
部见贤思齐 ，上行下效 ，策马扬鞭 ，坚
持大员齐上阵，精锐力量全出动，以实
干精神、踏实作风、高效行动全力推进
保障项目建设。

推进项目建设，需要只争朝夕，乘
势而上。 审时度势、把握良机、不贻战
机，才能行之有效，事半功倍。 湖东路
项目指挥部始终坚持早七点晨会 ，下
午两点碰头 ，不等不靠 ，不停不歇 ，督
导工作进度，狠抓责任落实。 城关镇党
委、镇政府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将拆迁
范围划分为五个片区， 实行村组干部
分片包干 ，统筹调度 ，协调推进 ，着力
解决征地拆迁过程中疑难问题。 县住
建局、国土局等部门抽调精兵强将，集
中人员力量 ，各尽其责 、密切配合 、通
力协作，全力保障服务征地拆迁工作。
县 、镇 、村三级干部协同作战 ，雨天不
停 ，双休日不歇 ，白天连着晚上干 ，大
干快上，征地拆迁启动第一天，冒雨完
成总体任务的 30%，6 天时间完成全部
既定目标，再现淮阳“S324”精神。 “大
雨下不停 ，湖东战犹酣 ，干群淋湿衣 ，
机械冒冷烟”，师建玉即兴抒写的一首
诗，形象地再现了征地拆迁工作场景。

鲲鹏展翅凌万里， 逐梦扬帆再起
航。 党的十九大吹响了新时代继续奋
斗的号角， 开启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2018 年，全县重
大工程项目建设任务繁重，问题叠加，
矛盾交织，冲破重重困难，打破层层阻
力，争取项目建设工作实现新突破，全
县干群必须大力发扬攻艰克难、 誓达
目标的拼搏精神，万众一心，甘于奉献
的协作精神，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进
取精神，心系群众、共建共享的民本精
神，奋力开拓、务实进取的创新精神和
敢于担当 、敢于负责 、敢于较真 、敢于
碰硬的“四敢精神”，精诚团结、昼夜不
舍 、持续作战 ，把问题解决在当下 ，让
发展乘势而上。 “不以事艰而不为，不
以任重而畏惧。 ”竞争不等人、发展不
等人 ，全县上下尤其是 “三十工程 ”各
项目指挥部要迅速行动起来， 以湖东
路项目建设征地拆迁工作成效为榜

样 ，激发出赶的意识 、超的魄力 、争的
劲头和拼的勇气，同心同德同向同行，
坚持目标更高 、力度更大 、速度更快 ，
全力以赴抓项目 、抓推进 、抓落实 ，让
“S324” 精神遍布每一处项目建设现
场，再掀全县项目建设新热潮，为实现
淮阳跨越发展凝聚强大合力！

淮阳县“百企帮百村”走进安岭
郑 州 淮 阳 商 会 捐 赠 近 40 万 元 物 资 回 馈 乡 亲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文/图） 4 月
11 日，淮阳县“百企帮百村”结对帮扶暨
郑州淮阳商会回馈家乡助力脱贫攻坚

现场会在安岭镇举行。 郑州淮阳商会 10
多家企业及社会爱心人士向安岭镇捐赠

近 40万元的扶贫物资。
淮阳籍省直机关老领导、 老同志钱

良举、王茂志、吴廷学、李德虎，县领导马
明超、刘淑杰、张凌君、王汝凌、张洁、刘
卫洁、丁永华等出席活动。

会上， 郑州淮阳商会与安岭镇签订
了“百企帮百村”结对帮扶协议书，河南
众诚集团与陈楼行政村签订了 “村企结
对帮扶协议书”，郑州奥通交通设施有限
公司向结对帮扶贫困户发放了 “企业结
对联系卡”。

县委书记马明超代表县委、县政府
对淮阳籍省直机关老领导、老同志和企
业家们长期以来对家乡的关心和支持

表示感谢。 他指出，打赢脱贫攻坚战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

重大战略部署 ， 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
与、共同努力。 县委统战部、县工商联、
县扶贫办要充分发挥部门优势，继续把
动员社会力量开展“百企帮百村”、回馈
家乡助力脱贫攻坚作为服务大局的重

要载体，做好组织引导、牵桥搭线、服务
联络等各项工作，调动更多的企业家和
社会力量投身脱贫攻坚 ，多形式 、多渠

道组织开展投资

捐助、 扶老助孤 、
扶贫济困工作，帮
助贫困乡村改善

生产生活条件，让
贫困群众尽快脱

贫致富。
马 明 超 希 望

广大企业家积极

响 应 党 中 央 号

召 ，致富思源 、回
馈家乡 ， 主动承
担 社 会 责 任 ，积
极开展企业与贫

困村结对帮扶共

建模式 ，办企业 、
兴产业 ， 扶贫与
扶志相结合 ,为贫
困群众拓宽致富

渠道 。 希望安岭
镇党委 、 镇政府
抓住机遇 ， 和郑
州淮阳商会搞好

对接 ,真正实现企
业和贫困村的密

切协作 、 企业和产业的有效关联 、项
目和民生的紧密衔接 、 物质帮扶和精
神帮扶的双向加力 , 为群众脱贫致富
打开新思路 、寻找新门路 ,为淮阳 2018

年率先实现脱贫摘帽目标 、 全面建成
小康奠定坚实基础 。

郑州淮阳商会 36 家企业负责人 ，
安岭镇本土企业家代表 、 镇村两级干

部、县各驻村工作队队长及群众代表参
加了会议 。 郑州淮阳商会会长冯建领
及“百企帮百村 ”优秀企业代表作了发
言。

“三十工程”第四次现场观摩活动举行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苏雪
松） 4 月 17 日，淮阳县举行 2018 年“三
十工程”第四次现场观摩活动，县领导王
毅、岳新坦、谢留定、耿党恩、党魁、张凌
君、段业林、孟华、刘卫洁等参加了观摩
活动。

县长王毅一行先后实地观摩了教育

路西段、苏园、龙都大道北段、玉带路、泰
山路等 11个重点项目建设情况，详细听
取了项目建设情况汇报， 督促重点项目
加快推进。 通过现场查看、听取汇报、现
场办公解决问题，达到了激发干劲、促进

工作的效果， 有力地推动各项重点工作
和重点项目的任务落实。

针对汇报的情况和目前项目推进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就如何加快推进
全县项目建设工作 ，王毅要求 ，各相关
部门要紧抓时间节点 ， 加快项目建设

进度 ；要综合施策 ，加大力度 。 各分包
项目的县级领导和责任单位要学会弹

钢琴 ，统筹兼顾 ，真正俯下身子抓好项
目建设 ，全力推进 2018 年谋划的重点
项目建设 ， 确保项目按照时间节点施
工。

县国土资源局
紧抓“三个关键”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梁
勇）县国土资源局结合自身职能和帮扶
村实际，抓住优化服务、保障用地、定点
帮扶“三个关键”，通过定人员、定目标、
定措施、定时限，持续发力，精准推进，
助推脱贫攻坚工作见成效。

抓住优化服务“关键”，提升效能。
该局对扶贫项目开通“绿色通道”，实行
局领导分包、股室负责制度，帮助解决
扶贫项目用地保障， 确保项目顺利落
地。 在每周召开的局领导班子会议上，
他们将扶贫项目用地保障工作列为必

须研究的议题； 每月定期召开专题会
议，由分包领导、责任股室汇报分包项
目用地保障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反映存
在问题，提出解决建议。

抓住产业扶贫“关键”，夯实基础。
该局突出重点，抓住产业扶贫这一“关
键”，全力保障扶贫车间、光伏发电项目
用地，全县扶贫项目用地全保障。其中，
扶贫车间项目用地 46 宗， 光伏发电扶
贫项目用地 181宗。

抓住定点帮扶“关键”，凝聚民心。
该局切实做好联系村精准扶贫工作 ，

察民意，办实事，着力解决服务困难群
众“最后一公里”问题，凝聚民心。 建立
驻村制度。 确立专职联络员，选派具有
丰富经验的干部驻村蹲点， 明确帮扶
任务， 帮助解决贫困户生产生活中的
困难和问题。拟定发展目标。根据帮扶
村情况，确定了改善村组织办公条件，
加强村 “两委 ”建设 ，协调危房改造和
扶贫项目，帮助提升务工人员技能，发
展特色种植业等发展目标。 干部结对
帮扶。 局班子成员定期深入帮扶村，召
开脱贫攻坚专题推进会； 中层以上干
部实行 “一对一 ”结对帮扶 ，定期深入
帮扶对象家中走访 26000 余人次。 协
调资金 200 余万元， 新建村室 5 间，改
造村民危房 11 户，新修村内道路 6000
平方米， 实施安全饮水、 农电改造工
程，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提升。 加大
资金支持。 该局发放临时救助物品价
值 10 万元；投入资金 11 万元，购置了
办公桌椅子、 空调、 档案柜等办公物
品， 硬化了村室大院， 修建了村室门
楼，安装了村室大门，帮扶村办公条件
明显改善。

心系群众解民忧 群众感谢送锦旗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4 月 11 日

上午，县综合办公楼前锣鼓声声，大连乡
龚桥行政村五保户黄天云在村干部和村

民代表的陪同下， 为县编办驻大连乡龚
桥行政村工作队第一书记焦强送来了

锦旗。
今年 2 月， 大连乡龚桥行政村五保

户黄天云因身体不适入住县中医院治

疗，医生告知其患胃腺瘤。他知道自己的
病情后，思想压力很大，在无人照顾，无
力支付医药费的情况下， 只好于 3 月 6
日出院回家。

黄天云回家后，精神压力极大，不吃

不喝。 3 月 9 日，驻村第一书记焦强接到
村干部反映黄天云的情况后， 立即带领
村干部到其家中询问病情, 深入细致地
做思想工作，让其放松心情，树立生活信
心，“相信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 一切困
难都能过去”。

随后 ， 焦强又联系淮阳县泽元医
院，了解五保户救助政策 ，并开车将其
送到泽元医院，忙前忙后为其办理入院
手续， 搀扶他做 CT、 心电图等相关检
查，并为其购买碗筷、毛巾、脸盆等生活
用品。

经过医院的精心治疗， 黄天云病情

一天天好转。黄天云出院后，多次找到村
干部要感谢驻村干部。 于是出现了文章
开头的一幕， 这已是村民第二次为县编
办送来锦旗。

县编办驻村工作队自 2015 年 9 月
入驻大连乡龚桥行政村以来， 团结带领
村“两委”班子，依靠龚桥行政村全体干
部、群众，紧紧围绕脱贫攻坚工作任务，
认真履行职责， 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
范带头作用，以“认真、负责、求真、务实”
的工作态度，扎实开展党的建设、精准扶
贫等各项工作。

两年多来， 县编办驻村工作队为龚

桥行政村修建道路 11公里，接通自来水
966 户， 建设文化广场 1200 平方米，健
身器材两套， 申请争取 200KW 光伏发

电基地一处， 新建 600 平方米扶贫车间
一处， 邀请县中医院专家到村里为群众
开展送医、送药活动，多次请县农牧局专
家为村民举办劳动力技能培训班， 讲授
种植、养殖技术知识，提高村民的科学种
植、养殖技能。

与此同时 ， 随着驻村工作队帮扶
工作的深入开展 ， 群众来村委说事的
多了 ，党群 、干群关系拉近了 ，干部群
众的心贴得更近了 ， 村民之间各种矛
盾和纠纷 ，如土地承包 、户口迁移 、邻
里纠纷 、民政救助 、信访等问题 ，得到
了化解，村里信访稳定工作做到了 “小
事不出村 ， 大事不出乡 ”。 县编办驻

村工作得到了龚桥行政村群众的拥护

和认可。

4 月 16 日，县人大常委会机关人员到扶贫驻村联系点白楼镇沙沃行政村开展
义务植树活动，为建设美丽乡村贡献力量。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尚福临 摄

淮阳县工业发展“两区”建设暨综合
考评大会召开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文/图） 4 月
19 日，全县项目建设、工业发展、开放招
商、产业集聚区和特色商业区建设暨综
合考评大会大会在县群众艺术中心报

告厅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分析形势，
明确任务， 强化措施， 努力提升项目建
设、工业发展、开放招商、产业集聚区建
设和特色商业区建设水平。 县委书记马
明超主持会议并讲话。 王毅、岳新坦、马
自成、谢留定、冯涛、王之梦、耿党恩、党
魁、刘淑杰等县领导出席会议。

县长王毅在总结回顾 2017 年工作
时指出，全县上下坚持以项目建设为抓
手，以工业发展为主导，以开放招商为引
擎，以产业集聚区和特色商业区为平台，
以环境创优为保障，狠抓项目建设，强化
招商引资， 突出产业培育， 破解瓶颈制
约，经济发展呈现出主要指标快速增长、
项目建设成效显著、集聚水平持续提升、
服务功能不断完善的发展态势。

王毅要求，2018 年是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淮阳县脱贫攻坚
决战决胜之年。 全县上下必须紧盯目标
任务，着力推动项目建设、工业发展、开
放招商、产业集聚区和特色商业区建设，
以大建设推动大发展， 努力在全市发展
大潮中奋勇争先。 突出抓好项目建设、
招商引资、转型升级、“两区”建设和发展
环境。

马明超指出， 工业是县域经济发展
的重中之重，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力
量，是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

马明超要求， 全县各级各部门要切
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满怀信心抓项
目、满怀激情强工业、满怀执著兴招商、
满怀责任优环境，奋力开创工业经济发
展新局面。 一要坚定发展信心。 继续叫

响 “谁为淮阳做贡
献， 淮阳人民尊重
谁”的口号，营造全
社会都尊重企业价

值、 鼓励企业家创
新、 发挥企业家作
用的浓厚氛围 ，激
发企业家干事创业

动力， 真正形成大
众创业、 万众创新
新局面。 要优化企
业服务。 企业是市
场经济的主体 ，是
社会财富的 创 造

者， 对各类企业都
要高看一眼， 厚爱
一分。 二要优化企
业服务。 充分运用
好“一门式”政务服
务平台， 进一步简
化审批手续， 精简
审批事项， 提高服
务效率。 要结合干
部作风大整顿和扫

黑除恶活动， 严厉
查处吃拿卡要等不

正之风，严厉打击寻衅滋事、阻工闹事等
扰乱企业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的行为，
严厉打击强买强卖、抢装抢卸等违法犯
罪行为，真正让投资者放心投资，让创业
者安心创业， 让企业家舒心发展。 三要
加大开放招商力度。 对我县来说， 在一
个较长时期内，招商引资不会过时，招商
项目特别是工业项目是多多益善。 要放
开眼界、拓宽思路，因地制宜，尽可能做
大做强工业规模。 四要推进工业转型升
级。 目前高成长性企业还比较少， 许多

企业技术含量低、市场竞争力不强，要有
居安思危意识，以“两化”深度融合支撑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发展，
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积极发挥技改稳投
资的关键作用，用好工业发展基金，坚持
以提质增效为中心， 以新产品研发为重
点， 对照行业标准、 国家标准和国际标
准，推动产品提质、企业提效、产业提升。
鼓励企业争创名牌产品、驰名商标，申报
国家、省工业质量标杆企业、科技创新示
范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建设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不断提升企业科技含量。
会上 ，县委副书记 、政法委书记岳

新坦宣读了 《县委 、 县政府关于表彰
2017 年度工业经济发展招商引资工
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和
《县政府关于表彰 2017 年度经济发展
“两强四快 ”乡镇的决定 》；县委常委 、
组织部长耿党恩宣读了 《关于 2017 年
度综合考评结果的通报 》 和 《关于表
彰 2017 年度综合考评优秀领导班子
的决定 》。

会议现场。

淮阳县“百企帮百村”帮扶安岭脱贫攻坚现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