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孙雪梅） 为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社会
安定有序，近日，刘振屯乡深入开展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加强法制宣传，营造良好社会氛
围。 该乡加大法制宣传力度，利用发
放宣传单、张贴公告等方式，大力宣
传法律常识，营造“扶正祛邪，弘扬正
气”的良好氛围，激励广大人民群众
同黑恶霸痞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

公布举报方式， 发动群众监督举
报。 该乡向社会公布举报方式，鼓励
群众踊跃举报黑恶霸痞违法犯罪行

为。举报人可实名举报也可匿名举报，
举报的违法犯罪线索，经查证属实后，
将对举报人进行奖励。

坚持综合治理， 遏制黑恶犯罪。
该乡充分发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

制机制优势，加大对黑恶势力易发多
发地带排查整治力度，确保重点领域

监管责任落实到位， 坚持打早打小，
形成压倒态势， 一茬接着一茬打，最
大限度挤压黑恶势力滋生空间。

坚持标本兼治，建立长效机制。该
乡把扫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和基层

“拍蝇”结合起来，与整顿软弱涣散党
组织、 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和组织建设
结合起来，与加强普法教育结合起来，
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坚决铲除黑
恶势力滋生土壤。 ②9

刘振屯乡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司晓

华） 为全面落实河长制工作，日前，城关
回族镇从镇情实际出发， 扎实开展河流
清洁百日行动，取得了显著成效。

加强组织领导。 该镇成立了以党委
书记为总河长、镇长为副总河长、其他班
子成员为镇级河长、村（社区）党支部书
记为村级河长的河长队伍， 明确责任分
工，加强协调配合，确保河流清洁百日行
动顺利推进。

加强宣传动员。 该镇大力开展多种
形式的宣传活动，积极营造全民关心、支
持、参与河湖管理保护的良好氛围，在全
镇范围内掀起以整治乱占乱建、 乱围乱
堵、乱采乱挖、乱倒乱排和防污治污等为
重点的河湖保护和水生态文明建设热

潮。

压实河长责任。 该镇严格落实河长
巡河制度，充分发挥镇、村两级河长的作
用，加强对河道的日常监督管理。 镇级河
长要每月巡河，发现问题、立即解决，并
将处理结果上报县河长制办公室； 村级
河长要每日巡河，随时发现问题、随时解
决。

加大督查力度。 该镇严格落实追责
问效制度，镇纪委深入基层，对工作推进
慢、实施不力的村（社区）进行督促整改，
整改仍不到位的，进行约谈。

截至目前，城关回族镇出动人员 1500
人次、各类机械 200台次，治理河道 20公
里，清理水面垃圾 4500平方米，封堵河道
排污口 15个，全镇河道得到有效治理，基
本实现了“河畅、水清、岸绿、景美”，获得
沿岸老百姓的赞誉。 ②9

河流清洁百日行动显成效

城关回族镇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9 月 12 日

晚 ， 安岭镇观音村村委大院内热闹非
凡。 当晚，县工商联驻村工作队联合该
村开办的“乡村大讲堂”正式开班，近百
名村民参加了开班仪式。

该县工商联有关负责人介绍， 开办
“乡村大讲堂”的主要目的是利用晚上空
闲时间培训村民，宣讲惠农政策，科普农
技知识，开展志智双扶。 “乡村大讲堂”，
可以让群众更加详细地了解扶贫政策，
从而坚定脱贫信心，助力脱贫攻坚；可以
让群众学到先进的种植养殖技术， 帮助
他们提高劳动技能、增加收入；可以弘扬
传统美德， 树立新风正气， 形成文明乡
风。 ②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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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文/图） 9
月 7 日， 全县决战决胜脱贫摘帽誓师
大会在县体育馆召开。 大会的主要任
务是在脱贫攻坚决战决胜阶段的关

键时期 ， 动员全县上下振奋精神 ，举
全县之力攻坚克难 ，迅速形成决战热
潮 ， 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摘帽目标任
务。

市脱贫攻坚第七督查巡视组组长

齐长军，县领导马明超、王毅、岳新坦、
苏中林、马自成、刘涛、冯涛 、王之梦 、
张文峰、耿党恩、党魁 、刘淑杰等县四
个班子领导出席大会。 县委各部委、县
直各单位副科级以上干部， 县脱贫攻
坚指挥中心各专项工作组组长、 副组
长，县脱贫攻坚督查巡视组全体人员，
各乡（镇、场、产业集聚区）全体班子成
员， 各行政村脱贫攻坚责任组组长 ，
467 个行政村 “两委” 班子主要成员，
145 个贫困村驻村第一书记，322 个非
贫困村驻村工作队队长等共 4000 人
参加了会议。

县委书记马明超在讲话中指出 ，
在脱贫攻坚的上一阶段 ，县 、乡 、村各
级干部都作出了很大贡献， 大家的辛
苦没有白费，县委、县政府大力度的投
入没有白投， 换来了农村人居环境翻
天覆地的变化，换来了农村道路、水电
气等基础设施的显著改善， 换来了几
万群众的顺利脱贫， 换来了农村贫困
群众的欢声笑语。

就如何全面做好脱贫摘帽工作 ，
马明超要求， 全县各级各部门要正确
对待当前脱贫攻坚面临的形势， 既要
充分肯定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又要清醒
认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要明确总攻冲
锋的策略和重点， 围绕关键脱贫目标、
围绕基础设施短板、 围绕问题整改、围
绕凝聚脱贫攻坚合力发起总攻冲锋；要
强化总攻冲锋的纪律保障，努力做好强
化督导检查、强化追责问效、强化激励
机制工作，用严明的纪律来保障，用督
促检查的利剑来促进，用严厉的问责和

惩罚来震慑，用大张旗鼓的表彰和奖励
来激励。

马明超强调，脱贫攻坚总攻的号角
已经吹响，全县上下要发扬“为有牺牲
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精神和毅
力，以 “不破楼兰终不还 ”的气魄和勇
气，不怕艰险、不怕牺牲，以大无畏的姿
态，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上冲锋。

马明超还就如何做好全县三秋生

产和秸秆禁烧等工作进行了部署。

大会由县委副书记、 县长王毅主
持。 他要求，全县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
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以昂扬的斗志、
务实的作风向脱贫攻坚发起总攻 ，打
一场脱贫攻坚决胜战， 确保如期实现
2018 年脱贫摘帽目标任务。

会上 ，县委常委 、纪委书记 、监委
主任王之梦宣读了 《关于扶贫领域腐
败和作风问题典型案例的通报 》和
《淮阳县决战决胜脱贫摘帽督查奖惩

规定 》；县委副书记 、政法委书记岳新
坦宣读了 《督查通报 》和 《中共淮阳县
委关于成立淮阳县脱贫攻坚四大战

区党委的通知》。 5 家被通报单位负责
人分别作了检讨发言 ；各乡 （镇 、场 、
产业集聚区 ）党委书记和县直行业扶
贫部门主要负责人向县委递交了军

令状。
最后，马明超带领全体与会人员进

行集中宣誓（如上图）。 ②9

全县决战决胜脱贫摘帽誓师大会召开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陈德

辉 ) 9 月 17 日，县委书记马明超深入部
分乡镇督导脱贫攻坚工作。

当天，马明超一行先后到新站镇刘
陈村 、朱集乡刘营村 、刘振屯乡高河铺
村，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等形式，详
细了解扶贫项目建设情况，现场解决扶
贫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他强调， 各乡镇要紧盯目标抓进度，进
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切实增强紧迫感和
责任感，强化组织领导，做好统筹规划，
确保按照时间节点完成扶贫项目建设

任务。
督导中 ， 马明超还实地查看了驻

村干部生活和工作环境 ， 并与他们促
膝谈心。 他指出，广大驻村干部是脱贫

攻坚的主力军。 过去一年，大家发扬特
别顾大局 、特别敢担当 、特别能奉献的
精神 ， 一心一意为贫困村贫困户抓产
业 、谋发展 、促脱贫 ，用真心和汗水换
来了贫困群众的幸福。 当前，脱贫攻坚
已到了冲刺阶段 ， 大家要继续保持攻
坚合力和工作干劲 ， 以更好的状态投
身到脱贫攻坚中去。 同时，各级各部门
要加大对扶贫干部的关心 、支持力度 ，
从物质待遇 、 激励机制等多个方面为
驻村干部提供坚强保障。 马明超强调，
作风建设好坏事关脱贫攻坚成败 。 相
关部门要认真组织开展扶贫领域作风

问题专项治理工作 ，敢于较真碰硬 ，用
作风建设的成果促进各项扶贫政策的

落实。 ②9

马明超深入乡镇督导脱贫攻坚工作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张长
银） 9 月 17 日， 全县 2018 年 “三十工
程” 项目第十次推进会召开。 县领导王
毅、岳新坦、苏中林、马自成、刘涛、谢留
定、冯涛、耿党恩、刘淑杰等县四个班子
领导出席会议，县委办、县政府办、县重
点项目办、县发改委、县住建局、县城管
局等相关单位和有关乡镇负责人参加

会议。
会议听取了有关负责人对全县项

目建设推进情况、2019 年重点项目前期
筹备情况， 以及 2007 年度至 2017 年度
“批而未征” 土地征收进展情况的工作
汇报。

王毅指出， 全县项目建设总体形势

较好，征地拆迁进展迅速，工作方式方法
逐渐成熟， 但是仍然存在乡镇与施工单
位配合较差、 施工单位主动性不强等问
题。 王毅要求，面对存在的问题，各项目
指挥长、副指挥长要勇于担当，以问题为
导向，进行分析整改；各乡镇、各单位和
工程队之间要积极沟通，协同作战，及时
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问题， 确保项目
建设顺利进行。

王毅强调，各项目负责人要增强责
任意识和时效观念，按照时间节点推进
项目建设。 各部门之间要加强合作，多
方协同作战，切实增强工作责任感和紧
迫感 ， 争取圆满完成项目建设目标任
务。 ②9

淮阳召开“三十工程”项目推进会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马建
伟） 9 月 18 日上午 10 时整，淮阳县城上
空响起了嘹亮的防空警报，长达 31 分钟
的鸣放提醒着市民要铭记历史、 勿忘国
耻。

据介绍， 本次活动是淮阳县开展的
第 13 次防空警报鸣放活动，按照预先警
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进行了两
轮鸣放，整个鸣放过程历时 31分钟。

活动当天，县人防办联合县应急办、
县科协、县科技局、县安监局、县人民医
院、县中医院、县第二人民医院、县妇幼
保健院等多家单位， 在西城区龙湖边举
行防空防灾科普知识宣传活动。 活动现
场，共展出各类宣传展板 300 多块，向过
往群众发放各类科普宣传单 5000余张。

为确保此次防空警报鸣放活动的顺

利开展，淮阳县研究制订了《防空警报鸣
放活动实施方案》，并在活动前夕进行了
广泛宣传，在县城主要路段、十字路口等
地悬挂宣传横幅， 组织盘鼓演出队沿城
区主要街道进行宣传，在县电视台、县政
务信息网等媒体发布试鸣公告。

据了解， 此次防空警报鸣放活动的
开展， 增强了群众的国防观念和防空防
灾意识，营造了良好的人防工作环境，提
高了群众对人防工作的知晓率。 ②9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张华
伟） 9月 19日，副县长薛燕深入城区部分
药店、商场超市和餐饮单位，实地检查食
品药品安全工作。

当天，薛燕一行先后到永胜堂、芒果
餐厅、万果园西关店等食品药品经营单位
进行实地检查。 每到一处，薛燕都仔细查
看企业的各类质量安全管理台账，询问质
量管理和销售人员，了解食品药品安全管
理制度建立和执行情况。 薛燕要求，各企
业要严格落实食品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责

任，切实做好食品药品的进货查验、索证

索票、仓储管理、临近保质期食品药品和
餐厨废弃物处置工作。

薛燕强调， 食品药品安全事关人民
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食品药品
监管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 进一步强化
责任，严格监管，把食品药品安全各环节
工作抓实、抓好、抓到位。 要深入开展食
品药品安全隐患大排查， 加大对重点部
位、重点环节、重点场所的检查力度，依
法严厉打击制售假劣食品药品行为，切
实筑牢食品药品安全防线， 确保群众舌
尖上的安全。 ②9

确保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淮阳拉响
防空警报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刘洋） 在中秋节即将来临之际，县
人大驻村工作队联合周口市青年联

合会、 周口市青昱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周口妇产医院志愿者，到齐老乡
太康张村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为该村小学 14
名教师发放了蚕丝被 、月饼 、卫生
纸等慰问品，价值 1.6万余元。 周口
妇产医院医护人员还为该校全体

师生进行了免费体检。
县人大驻村工作队负责人表

示，他们会坚决贯彻全县决战决胜
脱贫摘帽誓师大会精神，组织发动
更多的爱心组织、爱心人士关注扶
贫 、参与扶贫 ，加大对贫困户的帮
扶力度，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力
量。 ②9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郑瑞
同） 9 月 10日至 12 日，第四届中国青年
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河南赛区选拔赛暨

2018年河南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在漯
河举行。 来自全省的 135 个青年志愿服
务项目展开激烈角逐。 由共青团淮阳县
委推荐、 至善社工服务中心申报的青年
志愿服务项目 “编出五彩的爱———残障

人士魔术气球编织培训班” 代表周口市
参加比赛，并斩获奖项。

今年以来， 共青团淮阳县委坚持专
业引领、项目带动，大力挖掘、扶持、宣传
全县志愿服务优秀项目，整合社会资源，
培育爱心粥屋、 至善社工等一批志愿服
务项目，推动志愿服务实现制度化、规范
化、常态化发展。 ②9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耿保

卫） 日前， 河南省第八届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运动会圆满闭幕。 在本届运动会上，
淮阳代表队共夺得 7 枚奖牌， 其中 3 枚
金牌、2枚银牌、2枚铜牌。

本届运动会于 9 月 6 日至 10 日在
郑州举行，淮阳县参加了武术、民族舞蹈
两个竞技项目的比赛。 比赛中，运动员奋
力拼搏， 在武术项目中勇夺 3 金、2 银、2
铜，民族舞蹈项目获得第 4名。 ②9

淮阳代表队喜获 3金 2银 2铜

青年志愿服务项目
“编出五彩的爱”获殊荣

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县人大驻村工作队

开办“乡村大讲堂”

9 月 15 日， 县妇联驻大连
乡代庙村工作队到行动不便的

老党员和困难群众家中走访慰

问，为他们送去月饼、饼干等慰
问品和节日的祝福。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白洋 摄

安岭镇观音村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施修兴） 9 月 12 日上午，太昊陵管
理处志愿者到刘振屯乡泥河村敬

老院开展“尊老爱老，情系中秋”爱
心志愿服务活动，为该村敬老院 21

名老人送去了月饼 、 水果等慰问
品。

当天， 太昊陵管理处志愿者们
走进敬老院， 详细了解老人的身体
和生活状况。 他们分成三个小组开

展活动，有的拿起拖把、抹布为老人
打扫房间；有的为老人修剪指甲，和
老人谈心聊天； 有的为老人测量血
压……一时间， 敬老院里充满了欢
声笑语。 ②9

爱心志愿服务走进敬老院
太昊陵管理处

我们的节日·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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