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男子驾奔驰“衣锦还乡” 偶遇民警现原形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在汽车稀缺
的年代，总有不法分子偷汽车变卖。 随
着社会的发展，治安条件的变好，道路
监控及车辆防盗设施的完善， 汽车也
较少被盗了。 但总有“技艺高超”的不
法分子挑战这一切。 近日，淮阳县公安
局四通镇派出所民警在巡逻的路上就

顺便抓获了一名偷盗汽车的犯罪嫌疑

人。
6 月 6 日夜，民警张宏森、蒋浩展

巡逻至辖区黄路口桥南头路西某汽修

站门口时，发现一辆没有悬挂车牌的红
色奔驰轿车停靠在路边。由于此路段车
流量大，一旦发生剐蹭将会给当事人带

来较大损失，出于安全考虑，民警遂下
车进行查看。

民警来到奔驰车前与驾驶员沟

通。 细心的民警发现，该男子一直回避
民警的目光，在其启动车辆时，该男子
手脚慌张， 接连几次挂错档。 这些细
节，引起了巡逻民警的警觉。 当民警询

问其为什么没有悬挂牌照时， 该男子
支支吾吾，神情十分紧张。 民警见其行
为可疑， 决定将其带回所中进一步询
问。

在派出所内，民警询问其车牌号码
时，该男子低头不答话。 民警遂决定对
车辆进行检查，在后备箱内发现车辆车
牌。

在民警的强大攻势下，该男子最终
交代其在广州盗窃该车，并将车辆开回
老家的犯罪事实。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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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明超深入乡镇督导三夏生产和秸秆禁烧工作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苏

雪松 文/图） 6 月 4 日，县委书记马明超
深入王店、刘振屯、冯塘、朱集等乡镇督
导三夏生产和秸秆禁烧工作。 县委常
委、 办公室主任冯涛及县直有关单位、
乡镇负责人陪同督导。

每到一个乡镇，马明超都走进辖区
三夏生产和秸秆禁烧指挥部，看望慰问
坚守在秸秆禁烧工作岗位上的工作人

员，并与各乡镇主要负责人、值班人员
及麦收群众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三夏生
产和秸秆禁烧工作。

马明超指出，今年秸秆禁烧工作形
势严峻，要求严格，时间紧、任务重，各
级各部门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强化
措施，落实责任，扎实开展三夏生产工
作。

马明超要求，各乡镇、各有关部门
要抓住有利时机，抢收抢种，广泛宣传
发动， 引导农民迅速掀起麦收工作热
潮。 要加大工作力度，强化措施，加强
农业机械合理调度， 做好机收会战工
作，力争麦收大头落地，确保小麦颗粒
归仓。 要充分利用广播、宣传海报、条
幅等形式， 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
和秸秆禁烧的重要意义， 加大禁烧力
度 ,努力实现 “不冒一股烟 、不烧一把
火”的工作目标，努力维护良好的空气
质量， 确保圆满完成三夏生产和秸秆
禁烧工作。

王毅检查乡镇三夏生产和秸秆禁烧工作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苏雪

松 文/图） 6 月 2 日， 县长王毅深入郑
集、曹河、齐老等乡镇检查指导三夏生
产和秸秆禁烧工作，县政府办、农牧局、
水利局 、 气象局等单位负责人陪同检
查。

每到一处，王毅都详细了解小麦收
割、夏种进度、秸秆禁烧及综合利用情
况，并走进秸秆禁烧值守点 ，与乡镇干
部群众亲切交谈，认真听取三夏生产及
禁烧防控措施落实情况的汇报 。 他指
出，眼下，正值三夏生产的关键时期，扎
实做好秸秆禁烧及综合利用工作，对于
改善生态环境、增加群众收入具有重要

的意义。
就进一步做好三夏生产和秸秆禁

烧工作，王毅要求，各乡镇、各有关部门
要抓住天气好、 墒情好的有利时机，抓
紧抢收抢种，广泛宣传发动 ，引导农民
迅速掀起麦收工作的热潮。 要加大工作
力度，强化措施，多方调集大型联合收
割机，打好小麦机收会战 ，确保小麦颗
粒归仓。 要加大秸秆禁烧工作力度，积
极宣传秸秆焚烧污染环境和破坏土壤

结构的危害，充分利用国家和县级对秸
秆打包机补贴优惠政策，从源头上禁止
焚烧秸秆的发生，全力搞好三夏生产和
秸秆禁烧工作。

淮阳县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座谈会召开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仝

晨曦 许述章） 6 月 12 日，淮阳县企业
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座谈会在县产

业集聚区管委会会议室召开。 县安监
局、工信委、产业聚集区管委会等单位
负责人和产业集聚区企业负责人及各

乡镇规模以上企业负责人参加了会

议。
会议首先观看了《生死之间》《覆车

之鉴》《安全生产事故典型案例盘点》等

系列安全警示教育片。 随后听取了 10
位企业代表关于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的典型发言。 县安监局等单位负
责人与企业负责人就落实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以及开展
消防安全生产工作等问题进行了深入

讨论。
会议指出，各企业要充分认识落实

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重大意义，全
面把握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基

本内涵，以安全责任到位、安全投入到
位、安全培训到位、安全管理到位、应急
救援到位 5 个方面要求为关键点，抓好
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的每项工

作，切实形成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的强大合力。

会议强调，各企业要坚决贯彻落实
中央、省、市、县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安
排部署 ，筑牢 “红线意识 ”和 “底线思
维”，切实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强化

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强化科技兴安和
文化兴安，搞好隐患排查治理，强化部
门监管，推动全县安全生产形势进一步
稳定向好，为全县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发
展作出积极贡献。

会后 ， 企业负责人纷纷表示 ，座
谈会为部门与企业 、企业与企业之间
提供了良好的互动交流机会 ，为督促
他们更好地履行安全生产责任起到

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

台湾桃园市陈姓宗亲到淮阳祭祖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6 月 9 日，

台湾桃园市陈姓宗亲总会会员在会长陈

郑权的率领下， 到淮阳祭拜陈姓始祖陈
胡公。

9 日上午， 全体宗亲怀着对始祖的
崇敬之情齐聚陈胡公殿前祭拜始祖。

陈郑权敬献花篮、恭读祭文、献爵，
副会长陈根深恭读陈氏家训， 共同行三
鞠躬礼 ， 并瞻仰始祖圣像 ， 瞻拜始祖
墓。

台湾陈姓宗亲和始祖地宗亲还互赠

了礼品， 台湾宗亲赠送了体现两岸一家
亲的书法作品和捐建陵园的资金， 始祖
地宗亲回赠送了 《中华陈氏宝典》《中华

陈氏族谱》，纪念宝鼎、陈姓资料等。
不少台湾宗亲眼含热泪表示， 多年

来想回始祖地拜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见到了他们盼望已久的始祖。陈根深说，
这是他第二次到淮阳祭拜陈姓始祖陈胡

公， 看到自己捐资的名字刻在功德碑上
很高兴。 他回去后要把始祖地赠送的族
谱资料谱系与台湾的谱系对接起来。 最
后，他动情地说，今后两岸宗亲一定要多
来往，多交流，使两岸亲情更浓，增加共
识，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多作贡
献。

祭拜始祖结束后， 台湾陈姓宗亲还
赴太昊陵，祭拜了人文始祖太昊伏羲氏。

淮阳县多举措改善龙湖水环境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张

丽娜）近年来，淮阳县牢固树立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保护意识，坚持
绿色发展与底线思维理念，把生态文明
建设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采取多项有
效措施综合治理水污染，保护龙湖水环
境。

强化领导，建立长效机制。 为了加
大龙湖生态保护力度，该县采取强有力
的措施，多次聘请武汉、北京、南京等水
环境治理研究机构和专业治理公司对

龙湖“把脉问诊”，并成立了专门的龙湖
管理机构，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出台了
《淮阳龙湖保护工作实施方案》，确定了
龙湖保护近期和中期工作目标，进一步
确定了各职能部门的工作任务和职责，
建立了龙湖保护的长效管理机制，使龙
湖管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今年，市人
大常委会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将龙湖保

护纳入立法程序，起草了《周口市淮阳
龙湖保护条例（草案）》，已收集相关单
位意见。

控源截污，加大湖区投入。 为从根
本上减轻龙湖周围的污染负荷， 开展
环境综合整治行动，该县组织工商、电
力 、宣传 、监察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 。
一是查清并封堵龙湖的所有排污口 ，
进一步完善污水管网 ，投资 2300 万元
新铺设污水收集管网 23 公里 ，支持县
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建设， 严禁一切
污水直接或间接排入龙湖。 二是严格
项目准入， 严禁在湖区内审批与龙湖
保护无关的建设项目。 三是加强渔政
管理， 严格控制龙湖中机动船和渔船
数量，彻底收回湖面承包权，拆除隔离
网 ，实行集中养殖 ，统一管理 ，限制船
只数量，取缔湖上餐饮船只，实行游船
标准化管理， 防止游船生活垃圾污染

湖水。
科学治理 ， 实施龙湖生态修复工

程。 龙湖的生态修复是一项综合工程，
为了达到龙湖生态修复的目的， 该县
与时俱进，科学决策，实施龙湖湿地修
复工程。 一是及时引水补源，降低污染
负荷，改善龙湖整体水质。 二是实施西
柳湖水质治理试点工程。 为更好地改
善西柳湖水污染现状， 通过多方考察
论证，2015 年 9 月，该县与国家知名水
治理单位上海太和水环境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联系，实施生态修复试点工作。
该 公 司 在 西 柳 湖 水 质 污 染 较 重 约

11000 平方米的区域进行生态修复。 目
前，生态修复效果明显，水体的透明度
达到 1.5 米，其他各项指标均有明显改
善。 三是采取 PPP 模式，引进龙湖生态
保护及综合治理项目，总投资 22 亿元，
其中申请世界银行贷款 2 亿美元，加大

社会的参与度。 目前，世行项目环评和
可研报告正在编制中， 按照世界银行
贷款相关程序稳步推进， 预计年底将
开工实施。

强化监管， 助推水污染防治工作。
该县为加强对龙湖水质的监督，抽调专
业人员，成立了监测小组和河道污染检
查组，定期对沿湖排污口进行排查。 增
加监测点位，提高监测频次，每月两次
对龙湖区域 6 个监测点采样，对水质的
COD、 氨氮等主要污染物进行监测，每
年约出具监测数据 400 余个，实时了解
湖水质量波动，为龙湖监管提供有效的
数据支撑。

加强宣传，提高龙湖保护意识。 保
护好生态环境离不开全社会的关心和

支持。 该县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微博、
电视等形式深入宣传保护龙湖的意义，
并利用“4·22 地球日”、“荷花节”和“朝
祖会”等节日，加大保护龙湖生态环境
的宣传力度，逐步让保护龙湖意识深入
人心，成为社会公众的自觉行动，营造
周边居民和百姓关爱龙湖、保护龙湖的
良好社会氛围。

县残联扶残济困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文/图）连日

来， 县残联进村入户为建档立卡贫困残
疾人解难题、办实事，深受群众欢迎。

淮阳县是一个人口大县， 全县共有
残疾人 75461 人， 其中建档立卡的贫困
残疾人 8567 人，他们的生存状况以及如
何使他们脱贫， 一直是该县扶贫工作的
重点和难点， 也是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
界关注的焦点。

为打通服务残疾人 “最后一公里”，
县残联积极组织残联全体人员和县人民

医院、县第二人民医院、县妇幼保健院抽
调的医护人员，分组包乡，进村入户，上
门为建档立卡的贫困残疾人提供免费办

证服务和扶残助困活动。
在残情甄别中， 有关工作人员对符

合条件的残疾人进行认真登记， 完善各
种手续， 对不符合条件的残疾人进行耐
心解释，让他们弄懂标准，了解政策，视
他们为亲人，把他们当家人，真心关爱他
们， 积极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了贫困
残疾人的家中。

淮阳县广泛开展
防溺水教育活动

入夏以来， 淮阳县广泛开展防溺水
安全知识专题教育活动， 进一步提高广
大师生和家长的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 ,
有利于促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图为淮
阳农场邀请救援专业人员组织学生开展

防溺水演练。 记者 侯俊豫 摄

淮阳县“三十工程”观摩活动举行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张长

银） 6 月 12日，烈日炙烤着大地，淮阳县
2018 年“三十工程 ”第 9 次现场观摩活
动仍如期举行。 县领导王毅、岳新坦、刘
涛、冯涛、耿党恩、党魁、段业林、孟华、薛
燕、李守运、刘卫洁、丁永华、李俊志等参
加观摩。

县长王毅一行冒着炎炎烈日先后实

地观摩了教育路西段、泰山路南段、陈州
路西段、清风路西延段、游客集散中心、
泰山路、庐山路、昊宇万利博览城、玉带
路、陵后路 、新星路北段 、文正路 、神农
路、 海洋文化公园等 14 个重点项目，听
取了项目负责人关于项目建设情况的汇

报， 现场研究解决了项目推进中存在的
问题。

王毅要求，各分包领导、责任单位要
强化思想意识，敢于担当，切实把项目建
设记在心上、抓在手上、扛在肩上，倒排
工期， 全力以赴加快推进各个项目建设
进度， 确保各个工程按时或提前建成使
用。

王毅强调， 各单位及部门一定要充
分认识抓好项目建设的重大意义， 切实
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 以更大的工作力
度、 更强的责任担当始终把项目建设牢
牢抓在手上，再添措施，再鼓干劲，全力
以赴推进项目建设。

王毅到乡镇检查三夏生产和秸秆禁烧工作。

县残联工作人员为贫困残疾人赠送轮椅。

马明超到乡镇督导三夏生产和秸秆禁烧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