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齐

志琳 王熙） 10 月 17 日， 是第五个国
家扶贫日 ， 也是一年一度的重阳节 。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县人大常委会
主任苏中林到县人大机关帮扶村白

楼镇沙沃行政村检查指导脱贫攻坚

工作。

当天， 苏中林首先到沙沃行政村
幸福院看望慰问入住的特困老人。 苏
中林细心查看了特困老人在幸福院的

吃住情况，询问其身体状况。同时叮嘱
幸福院负责同志，一定要让老人睡暖、
穿好、吃好，照顾好这些特困老人。

随后， 苏中林来到沙沃行政村村

室，听取了镇、村干部和驻村干部的工
作汇报， 分析了当前脱贫攻坚中存在
的问题，与他们共同商议解决办法。

最后，苏中林要求，大家一要对照
检查抓落实 ， 按照贫困村退出标准 ，
逐项查漏补缺 ，确保各项政策落到实
处。 二要长短结合抓落实， 科学制订

长期发展规划， 重点抓好当前贫困户
信息动态调整、 老人户合户、 特困人
员集中供养 、 网格化管理等工作 ，确
保脱贫攻坚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三
要紧抓脱贫攻坚不放松， 始终绷紧脱
贫攻坚这根弦 ，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 ②9

������10 月 17 日，县直机关工委驻鲁台镇毛庄行政村工作队走进田间地头，帮助群众
抗旱保墒。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苏靖翔 摄

4 淮阳新闻组版编辑：窦 赢 电话：8599508 ２０18年 10月 19日Ｅ-ｍａｉｌ押zkrbgg@126.com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文/图 ）
10 月 17 日， 精心筹备两个多月的太
昊陵首届重阳菊展暨周口市第六届

盆景精品展开幕（如图）。县委书记马
明超， 河南省中州盆景学会会长、河
南农业大学教授陈树国， 县长王毅，
周口市花卉协会会长杜民庄，县人大
常委会主任苏中林，县政协主席马自
成，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冯涛，
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耿党恩和县处级
退休老干部 ，以及各县 （市 、区 ）盆景
学会负责人出席开幕式。

开幕式上，太昊陵管理处负责人
首先介绍了本届菊花展的筹备情

况。 随后，杜民庄对太昊陵首届重阳
节菊展的开幕表示祝贺 ， 并介绍了
周口花卉分布情况 ， 高度评价了太
昊陵菊展的创意。 最后，马明超宣布
太昊陵首届重阳菊展暨周口市第六

届盆景精品展开幕。
开幕式后，大家饶有兴趣地观赏

了分布于各个展区的菊花和盆景。
菊花是中国十大名花之一，也是

花中四君子之一，在神话传说中还被
赋予了吉祥、长寿的含义。 为弘扬和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提升
景区知名度，太昊陵管理处依托广阔
的羲皇文化广场和规模宏伟的太昊

陵景区 ，精心筹划 ，倾情打造了此次
菊花盛宴。 ②9

淮阳太昊陵首届重阳菊展开幕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10月 16日，
全县决战 80天打赢蓝天保卫战工作动员
会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贯彻落实全市
决战 80天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工作动员
会精神，分析当前环保形势，安排下一步
工作，动员全县上下凝聚合力，全力打赢
蓝天保卫战。县领导王毅、党魁出席会议。

县长王毅要求， 各相关部门和乡镇
负责人要保持清醒认识， 时刻绷紧环保
这根弦，强化措施，持续发力，全力打赢
蓝天保卫战，确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要
突出监管重点， 针对重点领域和突出问
题，集中开展施工扬尘、机动车尾气、餐
饮油烟、“散乱污”企业、秸秆禁烧等专项
整治行动，切实降低颗粒物浓度，改善大

气环境质量；要凝聚攻坚合力，按照“管
行业必须管环保、管业务必须管环保、管
生产经营必须管环保” 的原则， 密切配
合，加强协调，建立健全定期通报、定期
会商、联合督导等长效机制，形成合力攻
坚的良好局面；要强化督导问责，继续实
行约谈问责机制，对履职不认真、落实不
到位、任务完成差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严格追究责任 ，并坚持 “严 ”字当头 ，以
“零容忍”的态度，继续保持严厉打击环
境违法行为的高压态势。

会上， 县环保局负责人传达了乡镇
（村）环境突出问题排查活动方案；县委
常委、副县长党魁通报了当前环保形势，
并对下一步环保工作进行了部署。 ②9

决战 80天 打赢蓝天保卫战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 10 月 16
日 ，受淮阳县委书记马明超 、县长王毅
的委托，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谢留定，县
政府党组成员、总工会主席丁永华带队
到濮阳市 ，通过走访现场 、座谈交流等
方式 ， 深入考察该市文化产业发展情
况。

近年来，濮阳市以打造杂技文化品
牌为突破口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实施
项目带动战略，努力把杂技资源优势转
化为产业优势，文化产业发展步伐明显
加快。 同时，“中国杂技之乡”这张城市
名片被擦得更亮。

在濮阳市 ， 考察团一行参观了以
杂技为主题的文化产业园区———濮阳

国际杂技文化产业园 ， 听取了濮阳市

文联相关负责人对该园区建设 、 运作
情况的介绍。 在这里，人们可以观看精
彩的杂技表演 ，参观杂技博览馆 ，尽情
享用小吃街上推出的省内外几十种风

味小吃。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 ， 双方就

杂技文化产业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与

交流。 考察团认为，濮阳市在发展杂技
文化产业上 ， 资金投入多 、 扶持力度
大、运作有特色。 同时还依托深厚的杂
技文化底蕴 ， 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
带动战略 ， 把杂技文化与休闲旅游有
机结合 ，吸引更多外地游客来濮阳 ，实
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 。 濮阳
市发展杂技文化产业的做法非常值得

学习和借鉴。 ②9

淮阳县党政考察团到濮阳
考察文化产业发展情况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赫健
茹） 为了维护社会稳定， 进一步夯实农
村基层政权，确保社会治安稳定和人民
安居乐业 ，针对曹河乡西黄 、郝庄行政
村群众诉求较多 、 村级组织软弱等问
题，10 月 9 日，淮阳县委、县政府迅速成
立由纪委、公安、检察、信访、组织、扶贫
等部门组成的综合治理工作组进驻该

村。
驻村后 ，工作组以打开路 ，综合施

治，经过认真细致走访调查 ，发现群众
对该村村民于某意见极大，于是便将于
某列为重点。 通过大量的内查外调，工
作组查明 ，长期以来 ，于某经常无事生
非，无理上访，辱骂殴打他人，煽动不明

真相群众围堵暗访组工作人员，严重扰
乱社会秩序， 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10 月 14 日， 公安民警在掌握大量事实
的情况下对于某实施抓捕。 目前，于某
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之
中。

“我们本着除恶务尽的原则 ，对横
行乡里 、为非作歹 、欺侮百姓 、败坏社
会风气的 ‘村霸 ’和宗族黑恶势力 ，始
终保持严打的高压态势 。 通过本次综
合治理 ， 我们要还大家一个风清气正
的社会环境和安居乐业的生活秩序 ，
坚决维护广大群众的合法权益。 ”县纪
委常委 、 综合治理工作组组长张丹如
是说。 ②9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文/图） 10
月 18日上午，淮阳县白楼镇小徐村农
田里人声鼎沸， 由国家杂交水稻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省农科院、河南晶碳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袁隆平院士工作站和

淮阳县政府联合主办的直播水稻水肥

滴灌一体化种植示范田观摩活动正在

这里进行（如图）。看着水稻即将丰收，
全省农业专家、 种植大户无不露出欣
慰的笑容。

为什么要发展直播水稻水肥滴灌

一体化种植呢？目前，我国面临水资源
日益减少的严峻局面， 减少水稻生长
用水关系到农业可持续发展， 也是袁
隆平院士一直关注的重点。 中原地区
秋作物一般都是玉米、大豆等，抗涝抗
旱能力差，作物收成低，影响了农民种
地积极性。 据省农科院首席水稻专家
尹庆海介绍， 这次在淮阳种植直播水

稻，亩产可达上千斤。采用水肥滴灌一
体化种植，减轻了农民劳动强度，成本
与小麦种植相当。另外，大米的市场价
格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 为以后形成
品牌有机大米打下基础， 为当地农民
提高收入增加渠道， 具有极大的推广
价值。

据主办方有关负责人介绍， 直播
水稻水肥滴灌一体化种植优势在于

设备简单 ，且一次性投资较小 ，可连
年使用；无论是播种还是浇水、施肥，
与传统水稻种植相比，均大大减少了
用工量；有机农产品在市场上备受青
睐，并且不愁销路 ；机械化参与程度
高，费用低，更适合种植大户参与；使
用晶碳碳肥 ，可改善水稻品质 ，减少
稻田碳排放，减少病虫害及农药投放
量等，具备较强的抗旱、抗涝、抗病能
力。 ②9

淮阳稻谷飘香引来专家观摩

综合治理出重拳 铲除寻衅滋事“村霸”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张跃峰） 《淮阳县脱贫攻坚网格
化管理实施意见 》发布以来 ，县粮
食局结合帮扶村实际 ， 创新脱贫
攻坚网格化管理模式 ， 坚持问题
导向，做到真查真改、立改立行。

该局充分发挥网格作用， 局驻
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负责
监督实施网格化管理；利用每周五，
依托网格主体，对辖区内贫困户、边
缘户及一般户进行入户排查； 围绕
“两不愁三保障”和“三率一度”等考
核标准，紧盯空心房、饮水安全保障
等重点， 狠抓问题整改。 该局还明

确了任务清单和完成时限， 把精准
扶贫各项任务列入清单， 并标注出
明细清单和完成的标准及完成时

限，确保帮扶村如期脱贫摘帽。
截至目前，该局利用网格化管

理 ，排查出 289 户贫困户 、1203 户
非贫困户 (含六类人群 )，并对排查
出的各类问题进行整改。

该局全面实行脱贫攻坚网格

化管理 ，构建 “纵向到底 、横向到
边” 的脱贫攻坚网格化管理体系，
进一步凝聚了工作合力、厘清了干
部责任 、提高了工作成效 、促进了
工作落实。 ②9

网格化管理助力脱贫攻坚

县粮食局

本报讯（记者 侯俊豫） 10 月 14
日，县妇联驻代庙行政村工作队看望
慰问了该村高龄老人，为每位老人送
去棉袄、棉被等慰问品。

当天， 县妇联驻代庙行政村工作
队与村干部一起看望慰问了代庙、查
楼、张石桥、丁楼 4 个自然村的高龄老

人。每到一户，县妇联驻村工作队员都
会详细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

况，并叮嘱其要保重身体。

86 岁的郭树梅老人穿上新棉袄
后 ，高兴得合不拢嘴 ，连声说 ：“感谢
党和政府！ 感谢大家！ ”

县妇联驻代庙行政村工作队负

责人表示，开展本次活动的目的是为
老人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动员党
员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模范带头

作用， 引导广大群众弘扬孝老爱亲的
传统美德，形成尊老、爱老、敬老、孝老
的文明乡风。 ②9

10 月 17 日，县政府办公室驻城关镇蔡庄行政村工作队到该村走访慰问
高龄老人，为他们送去慰问品和节日的祝福。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常远 摄

九九重阳节 浓浓敬老情

县妇联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司晓华） 10 月 17 日上午， 城关镇党
委书记王艳丽、镇长耿宝勇带队到白
阁、从庄、贾庄、团结 4 家幸福院，为
老人们送去了棉袄、保暖内衣、水果
等慰问品。

当天，王艳丽、耿宝勇一行在白
阁幸福院和老人们一起观看了精彩

的文艺演出。 随后，他们实地查看了

老人们的住宿和饮食情况，并与老人
亲切交谈，为老人送去节日的祝福。

最后，王艳丽叮嘱民政部门和幸
福院负责同志，要大力弘扬敬老爱老
美德， 像对待亲人一样对待入住老
人，照顾好老人的生活起居。另外，不
仅要让老人吃好住好，还要丰富老人
的精神文化生活， 让其老有所养、老
有所依、老有所为。 ②9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重阳节
前夕，冯塘乡领导班子对全乡 8 家养
老院的 300 余名老人进行走访慰问，
为他们送去节日的祝福，让他们感受
到党和政府的关怀。

该乡扶贫办负责协调组织爱心

捐款活动；宣传、统战部门发出倡议，
号召全乡企业、党员干部迅速行动起
来，慷慨解囊，奉献爱心；乡工商联联

系企业捐款捐物，为幸福院老人发放
棉鞋、棉衣等物资。

同时， 该乡以扶贫为总抓手，民
政、财政、城建、文化等部门积极落实
扶贫政策，不折不扣地落实五保户集
中供养、涉农惠农资金发放、农村住
房危改、安全引水、有限电视户户通
等项目。 同时，组织乡卫生院医生为
320 名老人免费检查身体。 ②9

冯塘乡

城关镇

周口日报驻淮阳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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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中林检查指导脱贫攻坚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