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王
勇）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汇聚脱
贫攻坚的强大力量，7 月 17 日晚，淮
阳县公安局邀请河南越调剧团戏曲

名家，到淮阳县刘振屯乡葛楼村开展
“送戏下乡”活动。 越调大师申凤梅亲
授弟子、越调表演艺术家、河南越调剧

团团长申小梅等戏曲名家悉数到场，
400多名群众观看了演出。

演出中 ，6 名国家一级演员分
别演唱了 《李天保娶亲 》选段 、 《沙
家浜 》选段等 ；演员们自编自演的
戏曲小品 《孝心 》，无情地揭露和讽
刺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不孝敬父

母现象 ，使观众深受教育 ；申小梅
演唱的 《诸葛亮 》选段把现场气氛
推向高潮。

此次演出，宣传了党的扶贫攻坚
政策，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建设文明
和谐美丽乡村营造了良好的氛围，赢
得了葛楼村群众的一致好评。 ②9

县公安局携手戏曲名家“送戏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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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文/图 ） 7
月 23 日 ， 淮阳县委十二届六次全体
（扩大 ） 会议在县委党校召开 （如右
图）。 会议贯彻落实了党的十九大、省
委十届六次全会暨省委工作会议 、全
市领导干部会议暨上半年重点项目观

摩讲评会议精神， 回顾总结了上半年
工作，部署了下半年工作，确保各项工
作顺利推进。

会上，县委书记马明超作了讲话。
县委副书记、 县长王毅对上半年全县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下半年工作进行

了总结和安排。 岳新坦、马自成、刘涛、
谢留定 、冯涛 、张文峰 、耿党恩 、党魁 、
刘淑杰等县领导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面对严峻复
杂的宏观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发展任

务， 全县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积极适
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紧紧围绕“三高三
优 ”目标 ，着力稳增长 、保态势 ，促改
革、调结构，补短板、惠民生，确保全县
经济保持平稳健康持续向好态势。 接
下来，为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重
点做好十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决战脱
贫攻坚。二是加快项目建设。三是狠抓
招商引资。四是壮大工业实力。五是培
育旅游产业。六是夯实农业基础。七是
统筹城乡发展。 八是打好环保攻坚战。
九是持续深化改革。 十是改善社会民
生。

就如何进一步贯彻好省、 市系列
会议精神，打好“六大战役”，抓好下半
年工作 ，会议指出 ，上半年 ，淮阳县弘

扬了新风正气，整治了歪风邪气；优化
了发展环境，推进了项目建设；保护了
碧水蓝天，提升了幸福指数；提供了坚
强保障，提升了发展质量。 当前，全县
的头等大事是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 工作的路径和方向是经济社
会发展的高质量和党的建设的高质

量，工作的保障是“六大战役”，工作的
抓手是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 工作的
底线是安全生产、信访稳定，工作的红
线是党风廉政建设。

会议要求， 全县各级各部门要学
深悟透中央 、省 、市系列会议精神 ，牢
牢把握高质量发展大势， 把各项工作

放在心上 、抓在手上 、落实在行动上 ，
争做出彩淮阳人， 奋力写好让中原更
加出彩的淮阳答卷。

会上，“六大战役” 各指挥部指挥
长汇报了上半年 “六大战役” 实施情
况，客观全面地分析了存在的问题，进
一步明确了下一步工作重点。 ②9

县委十二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要求

奋力写好让中原更加出彩的淮阳答卷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实习生 连峻
壮） 7 月 20 日，淮阳县脱贫攻坚第二十
六次推进会在县文化艺术中心召开。 马
明超、王毅等县领导出席会议。

副县长王汝凌传达了《河南省脱贫
攻坚 2018 年半年重点工作核查方案》，
对核查方式 、核查内容 、核查方法等进
行了详细说明，对各乡镇、驻村工作队、
脱贫责任组、行业部门工作作了具体安
排。

县委书记马明超强调， 一要端正态
度，正确对待。各有关部门要把本次半年
重点工作核查当成一次自查问题、 发现
问题的机会，当成一次补齐短板、提高质
量的机会，当成一次转变作风、改进方法

的机会。 二要振奋精神，创先争优。 处级
干部要身先士卒，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提
升工作标准，确保工作质量，用心做好群
众工作，做到真下乡、真入户、真驻村。县
直委局负责人、乡村干部要当好千里马、
老黄牛，顾全大局、敢打硬仗。 三要严肃
纪律，明确责任。 工作中，要把功夫下在
平时，严禁弄虚作假、干扰检查。 县、乡、
村干部要以务实的作风做好基层工作，
确保工作落实到位、责任履行到位、政策
兑现到位。

各乡镇负责人、 主抓扶贫工作的副
职，县直驻村帮扶单位“一把手”，145 个
贫困村第一书记 ，322 个非贫困村驻村
工作队长等参加会议。 ②9

淮阳县脱贫攻坚
第二十六次推进会召开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闫俊
岭） 7 月 21 日， 全县农村幸福院建设工
作现场会在淮阳县郑集乡召开。 县领导
王毅、岳新坦、王汝凌、朱希炎出席会议，
各乡镇主要负责人及县直有关单位负

责人参加会议。
县长王毅要求， 一要进一步提高认

识， 明确农村幸福院建设是为民办实事
的重点项目，严格落实“六有”标准，规范
场所设置，完善设施设备，健全各项管理
制度。二要加强运营管理，已建成投入使
用的农村幸福院， 要建立完善的运营管
理机制， 逐步提高民主管理和互助服务
水平。 三要加强组织领导， 密切协作配

合，严格督导考核和资金管理，确保专款
专用，强力推进农村幸福院建设。

县委副书记、 政法委书记岳新坦强
调， 各乡镇、 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思想认
识，突出工作重点，加快推进农村幸福院
建设。 要继续探索农村幸福院建设新路
子，进一步扩大农村幸福院建设覆盖面，
让更多农村老人享受到高质量的养老服

务。
会上， 郑集乡领导介绍了建设农村

幸福院的先进经验。 县民政局负责人通
报了全县各乡镇农村幸福院建设情况。

会前， 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郑集乡
农村幸福院建设情况。 ②9

全县农村幸福院建设工作现场会召开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7 月 20 日
上午， 国家税务总局淮阳县税务局举行
挂牌仪式，标志着原淮阳县国家税务局、
淮阳县地方税务局正式合并。 国家税务
总局周口市税务局联合党委成员、 纪检
组长曹茂魁，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刘涛
出席挂牌仪式。

据介绍， 国家税务总局淮阳县税务
局成立后， 具体负责全县范围内各项税
收、社保费和非税收入征管等工作，将有
效降低征纳成本，理顺职责关系，提高征
管效率， 为纳税人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
利的服务。

挂牌仪式上，刘涛代表县委、县政府
对新税务部门的成立表示祝贺。 他指出，
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
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全县税务系统要坚

决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的决策部署，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周口市税务局和县委、
县政府的工作安排，以严格的标准和扎实
的举措，确保改革取得实效。 要着力构建
高效统一的税收征管体系，调整优化税务
机构职能和资源配置，集中力量抓好组织
收入、落实政策、强化征管、优化服务等工
作，确保改革和税收工作“两不误、两促
进”， 在担当尽责中彰显税务部门的新形
象、新作为，推动全县税收事业高质量发
展，为决胜全面小康、实现跨越发展作出
新的贡献。

目前，国家税务总局淮阳县税务局已
经实现了联合党委组建到位、综合部门集
中办公到位、一厅通办先行到位、履行职
责统一到位“四到位”，展现了税务机构改
革后的新气象、新作为。 ②9

国家税务总局淮阳县税务局正式挂牌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高明
仝晨曦） 为有效遏制各类安全事故的发
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日前，
淮阳县安监局强化措施， 扎实做好夏季
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强化宣传教育， 指导企业做好防范
工作。根据夏季安全生产规律，该局督促
企业加大对设施设备的维护、检修力度，
为其发放防暑降温用品， 加强中暑急救
知识宣传，提高工人的自我保护意识，指
导企业做好防暑降温、防火防爆等工作。

提高思想认识， 开展安全生产大检
查。该局全面排查治理安全生产隐患，加
强环节管理， 并要求各企业加大对重点
部位、重点环节的自查力度，扎实做好夏
季安全生产工作。

强化应急值守，确保信息畅通。该局
严格执行领导带班及 24 小时在岗值班
制度、事故信息报告制度，一旦发生事故
或紧急情况， 立即开展应急救援和处置
工作，并及时向上级汇报。 ②9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张然 文/图） “多亏黄书记帮俺贷
款，让俺养羊，现在日子越过越有盼
头了！ ”昨天，淮阳县葛店乡薛寨村
村民薛旭看着羊圈里活蹦乱跳的羊

儿，脸上露出了笑容。
几年前，薛旭外出务工时从高

处摔下， 致使右腿落下终生残疾。
屋漏又遇连阴雨。 不久，他的哥哥因
病去世， 其嫂子撇下 3 个孩子不知

去向。 于是，薛旭承担起了照顾 3个
侄子的重任，加上自己的 3 个孩子，
他一共要抚养 6 个孩子。 原本就不
善言谈的薛旭， 因家庭贫困变得更
加沉默寡言。

今年 3 月， 薛寨村党支部书记
黄亚杰得知这一情况后， 到薛旭家
走访，询问其今后的打算。 薛旭说，
他想养羊，但是没有资金。 于是，黄
亚杰帮薛旭申请了 5 万元的无息贷

款。 薛旭先购买了 10 只母羊，经过
精心喂养，现已发展为 30 只。 接受
记者采访时， 薛旭信心满满地说：
“按照脱贫标准，俺家现在已经脱贫
了。 养羊让俺脱了贫！ ”

谈及未来，薛旭说，知识就是力
量。 今后，他会多看书，多学习先进
技术，争取把养殖规模再扩大一些。
同时，他还要全力供 6 个孩子上学，
决不让一个孩子失学。 ②9

县安监局

扎实做好夏季
安全生产工作

“养羊让俺脱了贫”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马
宏业 文/图） 随着“六村共建”的深入
推进，淮阳县朱集乡以人居环境整治
为抓手， 以美丽宜居村建设为载体，
以打赢脱贫攻坚战为目标，大力营造
“干群齐参与、美丽大家享 ”氛围 ，绘
就美丽乡村新画卷。

广泛宣传。 该乡先后出动宣传车
19 辆次，悬挂条幅 120 多条 ，张贴标
语 1.7 万多张，大力开展宣传工作，着
力提升群众的环保意识。

全民共建。 通过开展“美丽乡村
随手拍”活动，该乡大力营造“比学赶

超、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调动群众
参与环境保护工作的积极性。 入夏以
来，广大群众纷纷走出家门 ，和专业
保洁员一起清扫村内道路。

多面出击。 该乡向陈年垃圾 “宣
战”，共出动人员 800 多人次、挖掘机
28 台次、垃圾运输车 39 辆次，开展垃
圾清除行动；强力开展清河行动，清运
陈年垃圾 22处，基本消除主要河流黑
臭水体；坚持标本兼治，取缔砂石料场
4 个，停业整顿小企业 2 家，全乡人居
环境明显改善， 美丽宜居村建设取得
阶段性胜利。 ②9

绘就美丽乡村新画卷
朱集乡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实习生

连峻壮） 7 月 21 日上午，淮阳县白楼
镇大李学校举办建校 70 周年庆典。
回母校参加庆典的 106 名校友纷纷
捐款捐物，反哺母校。据了解，当天共
收到捐款近 3 万元。

当天，大李学校每个学生都领到
了一个新书包。 这些书包是 106 名校
友捐赠的。 李蕊是该校六年级的学
生。 在领到新书包后，她说：“谢谢帮
助我的叔叔和阿姨。 今后，我会好好
学习，长大后像他们一样，为母校和

家乡贡献力量。 ”
校友代表王克强告诉记者：“我

们都是从大李学校毕业的，都在这里
有过一段难忘的回忆。 所以，我们想
为学弟学妹的学业进步尽些绵薄之

力。 ”②9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近日，由省台湾事务办公室、
省教育厅共同主办的 2018河
南省两岸青年交流月活动暨

第五届台湾大学生中原文化

之旅正式启动， 部分台湾师
生代表走进淮阳参观交流。

在太昊陵景区， 台湾师
生参观了伏羲文化馆、 姓氏
文化馆和陈姓文化馆， 聆听
了伏羲在这里“正姓氏、制嫁
娶”的历史传奇，了解了起源
于周口的姓氏来源及演变历

程。 台湾静宜大学教师黄
茹说：“在台湾就曾听闻太昊
伏羲，这次能参观太昊陵，看
到匾额上面‘万姓同根’的题
词， 看到万姓同根树上众多
姓氏同根同族、血脉相连，我
的心情特别激动。 此次河南
之行，让我回到了家、找到了
根。 ”

在淮阳县布老虎加工制

作基地， 企业员工热情地为
大家演示布老虎制作工艺。
在制虎师傅的鼓励下， 台湾
师生纷纷动手， 亲手制作出
一只只憨态可掬的布老虎，
切身感受这种民间艺术的文

化底蕴和独特魅力。
在活动即将结束时 ，台

湾师生纷纷表达了不舍之

情。 他们说，此次淮阳之行，
让他们更加深入了解了伏

羲文化 、根亲文化 ，明白了这里是他们
的根之所在、情之所系。 ②9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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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反哺母校 惠泽学弟学妹
朱集乡干净整洁的乡村道路

“六村共建 ”在行动

薛寨村党支部书记黄亚杰（（左））到薛旭家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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