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卢

克印） 时下，在淮阳，无论是在园区企
业，还是在田间农舍，经常可以看到来
自省市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的专家们
忙碌的身影。他们按照《河南省科技特
派员助力脱贫攻坚“十百千”工程实施
方案》要求 ，围绕淮阳产业发展 ，广泛
开展技术咨询、技术培训、技术服务和
“传、帮、带、扶”活动，激发脱贫内生动
力。

要实现稳定脱贫，产业是根本，技
术创新是关键 。 11 月 17 日至 18 日 ，
郑州大学包装工程学院教师陈金周对

河南联塑、 瑞云塑编等 9 家塑料制品
企业的 83 名技术骨干进行培训。

来自省 、市 、县的科技特派员立
足淮阳实际 ，努力构建 “1+N”扶贫模
式 ， 带领县域企业重点发展养殖 、种
植 、加工 、水产 、电商等 8 大类 19 个
富民产业。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
科技特派员团队已和全县 42 家企
业 、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签订了技术服
务协议。 省农科院畜牧兽医所联合淮
阳县养鸡协会 ，对 128 名会员开展专
题培训 。 河南农业大学教师肖怀娟 、
白团辉 、严晓曼组织河南兴业 、河南

百果园 、 龙都尚梅园等 13 家龙头企
业的 78 名技术骨干到淮阳举办高效
农业技术培训班。

科技信息的有效传播， 提升了群
众创新创业的热情， 达到了培训一个
人、带动一个产业、致富一个家庭的效
果。 四通镇小吴村建档立卡贫困户郭
庆春流转土地 45 亩，在周口职业技术
学院教师刘崇斌的指导下， 开展蔬菜
高效种植 ，亩产值达 8000 余元 ，当年
实现脱贫。 白楼镇高楼村养殖户陈刘
森在省农科院教师孙全友的指导下发

展林下经济，年收入 10 万余元。

产业要发展，人才是关键。 9 月中
旬， 郑州大学和河南联塑达成协议，开
办塑料制品专科班，努力打造全国知名
的塑料制品教育基地，为产业发展培养
人才。科技特派员非常注重乡土人才的
培养，采取“派出去、请进来”的方式，重
点对种养大户， 以及农村专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的技术骨干开展培训，有效提
升当地农民的职业技能和创业致富能

力，为全县脱贫摘帽奔小康提供人才技
术支撑。截至目前，全县已有 13 名乡土
人才被选派到河南农大、郑州牧专参加
集中培训。 ②9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入冬以来，
天气转冷，淮阳县鲁台镇大姚营村郑现
章看着自家新建成的 4 间瓦房，心中充
满暖意。

郑现章是该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家
中一共五口人。 郑现章及其妻子苗鹅芝
均有轻度精神疾病；其父郑瑞廷年迈体
弱，丧失劳动能力 ；其子郑铁蛋智力残
疾；其女郑双双在校读书 ，家庭十分困
难。 郑现章居住的老房子是土坯房，由
于年久失修 ，每逢刮风下雨 ，都会出现
外面下大雨 、家里下小雨的现象 ，所以
被定为危房。 为此，县公路局驻大姚营
村帮扶工作队队长王明轩和驻村第一

书记班学广多次到郑现章家走访，劝其

进行危房改造。
按照国家相关政策，贫困户进行危

房改造 ，国家会给予补贴 ，但个人也得
出钱 。 鉴于郑现章家庭极其困难的实
际，经县公路局驻大姚营村帮扶工作队
研究，决定由淮阳县公路局为其承担危
房改造个人出资部分。

很快， 郑现章家的新房建成了，安
装了朱红色不锈钢大门和铝合金窗户。
搬进新家后 ，郑现章满心欢喜 ，逢人就
夸党的政策好。

除此之外，县公路局还筹资 4 万余
元为刘振屯乡宋桥村贫困户宋多良家

实施危房改造，让贫困群众冬天不再寒
冷。 ②9

驻村帮扶暖了贫困户的心

“志智”双扶激发脱贫内生动力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赫健茹 ) “等你回来过年时 ，就能看
到咱村的公园啦 ！”昨天 ，淮阳县葛店
乡孟堂村的一位大娘正跟她在外地

工作的孙女通电话 。 在村里建公园 ，
是淮阳县葛店乡孟堂村村居巡察暨

综合治理工作组为该村群众办的一

件实事 。
自从进驻该村以来， 综治组本着

有黑扫黑 、无黑除恶 、无恶治乱 、无乱
治软的方针 ， 对违纪违法乡村干部 、
“村霸 ” 和宗族黑恶势力开展综合治
理。 县纪检、公安、检察院、法院等部门
各司其职 、各负其责 ，密切配合 、通力

协作， 耐心倾听群众诉求， 严厉打击
“害群之马”，刹住歪风邪气，为孟堂村
村民营造一个人民安居乐业、 社会安
定有序的生产生活环境。

为进一步提升群众的获得感 ，综
治组把整治村居环境提到重要议程 ，
清理坑塘 、加宽主干道 、平整道路 ，彻

底排除群众出行安全隐患。 同时，栽种
四季常青绿化树，打造微景观带，彻底
改变村容村貌。

“下一步，我们将有序开展送医下
乡、孝老爱亲表彰等活动，切实提升群
众满意度，培育文明新风尚。 ”县纪委
常委、综治组组长张丹说。 ②9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杨
文静 马建伟 文/图 ) 11 月 20 日上
午，县政府办公室到葛店乡小徐楼村
开展孝顺媳妇、文明家庭表彰暨扶贫
慰问活动。

当天，县政府办公室不仅表彰了
11 名孝顺媳妇、11 个文明家庭， 还向
该村赠送了价值 3 万余元的慰问品。
同时，县政府办公室还组织文艺志愿
者为广大村民奉上一场视听盛宴，表

演了集体舞蹈《吉祥中国年》、河南坠
子《包公赔情》、小品《懒汉脱贫》等节
目（如图）。

县政府办公室驻村工作队到小

徐楼村开展帮扶工作以来 ， 履职尽
责、 埋头苦干， 扎实开展精准识别、
精准施策 、精准帮扶 ，先后建成高标
准村室 、村文化广场 ，修整村内道路
6.5 千米， 脱贫攻坚工作取得显著成
效。 ②9

县政府办公室开展扶贫慰问活动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韦

静 ) 11 月 19 日至 22 日 ，淮阳县委组
织部和县委党校联合举办的基层党

支部书记培训班 （第四期 ）在济源市
愚公移山干部学院开班。 75 名基层党
支部书记参加了此次培训。

此次培训采取专题讲座和现场

教学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在专题教学中， 愚公移山干部学

院教师赵晓丽以 《愚公移山———民族

精神的宝贵财富 》为题 ，深刻阐述了

愚公移山精神在我们党领导人民推

进革命 、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发挥过
的巨大作用 ， 以及其新的时代内涵 ；
全省优秀驻村第一书记成富营以 《新
形势下做好精准扶贫工作的认识和

思考 》为题 ，详细介绍了新时代下做
好脱贫攻坚工作的路径和方法 ；愚公
移山干部学院教师翟希仁以 《大力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 开创 “三农 ”工作新
局面 》为题 ，详细讲解了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重大现实意义 ；淮阳县委党

校副校长李青通过翔实的资料 、生动
的事例 ，深刻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要义。

在现场教学中， 参训学员们参观
了愚公移山精神的发祥地———王屋

山 ， 认真聆听了老师的生动讲述 ，在
愚公移山群雕前集体诵读了 《愚公移
山 》一文 ，并实地体验了搬石移山 ，在
身体力行中学习领会了愚公移山精

神的内涵和时代意义。 在王屋镇桃花
洞村 、思礼镇北姚村 、坡头镇栗树沟

村等基层党建先进示范点 ，参训学员
们实地观摩了抓党建促脱贫工作。

培训结束后 ， 大家纷纷表示 ，这
次学习让他们感触很深 、 收获很大 ，
不仅开阔了视野 ， 而且拓宽了思路 。
回去后 ，一定会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
实际工作中 ，勇做愚公移山精神的传
承者和实践者 ， 抓好基层党建工作 ，
发挥党支部书记 “领头雁 ”作用 ，为打
赢脱贫攻坚战 、建设美丽乡村贡献力
量。 ②9

75名村支书王屋山下学“愚公”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陈德
辉） 11 月 16 日， 县委书记马明超深入
河南联塑 、银丰塑业 、龙都药业等多家
企业调研。 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冯涛，
副县长朱希炎，县总工会主席丁永华及
县产业集聚区 、工信委 、财政局等有关
单位负责人陪同调研。

每到一处，马明超认真听取企业和
相关单位负责人的工作汇报，详细了解
企业生产运营情况，并对近段时间企业
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

马明超指出，企业是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力量。 相关部门要切实增强
责任感 、使命感 ，积极主动地为企业排
忧解难， 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提
供政策支持。 企业要坚持绿色发展，守
法经营，着力提升管理水平 ，建立现代
化管理制度； 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加
强学习，做到聚精会神办企业 、遵纪守
法搞经营，在合法合规经营中提高竞争
能力，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
贡献。 ②9

马明超调研企业运营情况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张长
银） 11 月 19 日，淮阳县举行“三十工程”
项目第二十三次现场观摩活动。 县领导
王毅、岳新坦、马自成、刘涛、冯涛、党魁
等参加观摩。县政府办、发改委、住建局、
国土局等相关单位负责人，以及城关镇、
白楼镇相关负责人陪同观摩。

县长王毅一行先后到柯丰木业、瑞
能服帽 、苏园 、徐老庄沟 、五彩路西延
线、商周高速出口、清风路西延段、陈州
路西段等 13 个项目建设工地进行实地
观摩，听汇报 、看进度 、解难题 ，强力推
进项目建设。

观摩结束后，王毅作总结讲话。 他

指出，通过现场观摩，总体来看，多数项
目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呈现出向好态
势。接下来，项目建设方要想方设法、破
解难题 ，抓住施工的大好时机 ，加班加
点， 加快建设进度。 清风路西延段、湖
东路 、神农路 、连心路东段 、教育路西
段、腾达路西段等道路 ，要尽快铺设油
面 ，一旦错过时间 ，只能跨年施工 。 其
他征地拆迁等工作也要抢抓时间节

点 ，加快工作进度 。 最后，他希望大家
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压力感、紧迫感，积
极推进征地拆迁工作，争取圆满完成年
度目标任务，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贡献
力量。 ②9

王毅带队观摩“三十工程”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继中州国际
五星级酒店 、鑫谷国际 、华大营养—华
玖健康等项目相继落户淮阳后 ，11 月
23 日， 该县又成功引进总投资 10 亿元
的希尔顿四星级酒店及配套项目。

当天上午，签约仪式在县委常委会
议室举行。 县领导马明超、王毅及县招
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相关负责人出席

签约仪式。
据悉，希尔顿四星级酒店及配套项

目由河南九六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投

资。 该公司成立于 2016 年，参与开发的
酒店项目有： 希尔顿欢朋四星级酒店、
郑州高铁东站希尔顿五星级酒店等；参
与开发的城建项目有：郑州机场二期道
路桥梁工程 、商合杭高铁 、南宁沙井南
站立交桥、 郑州市奥体中心地铁站、郑

州市地铁五号线 、 郑州市地铁六号线
等。

该项目占地约 120 亩，总投资约 10
亿元，建设总面积约 15.3 万平方米。 其
中酒店建设用地约 40 亩，绿地率 25％；
住宅用地约 80 亩，容积率≤2.0，绿地率
30％，建筑面积约 11 万平方米。 根据合
同要求，该项目自符合建设条件之日起
开工建设，12 个月有效工期内主体工程
完工，24 个月有效工期内建成并投入使
用。

本次签约的希尔顿四星级酒店及

配套项目符合淮阳县城市发展规划和

产业发展需求 。 项目建成后 ， 将对淮
阳县旅游业的发展 、城市功能的完善 、
城市品位的提升起到积极的促进作

用 。 ②9

希尔顿四星级酒店项目落户淮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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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高
明 仝晨曦 文/图) 11 月 23 日上午，我
市大型商业综合体火灾事故应急救援

综合演练在淮阳县天鸿世贸商场举

行。市政府副秘书长冯干敏，市安委会
副主任、安监局局长胡恩勇，市消防支
队副支队长李华兵， 淮阳县领导马明
超、王毅、刘涛，以及各县（市、区）主管
安全工作的相关领导到场观摩。

在市安监局和市消防支队的具体

指导下， 淮阳县政府应急办、 消防大
队、安监局、公安局、环保局、住建局等
20 余家单位 300 余人参加演练。

根据演练方案，当天上午 9 时 30
分，淮阳县天鸿世贸商场二楼服装区
“因电线短路引发火灾”， 火势迅速向
四周蔓延， 导致商场内烟雾弥漫。 商
场中控室值班人员通过烟感报警器

发现火情后，立即指派巡逻人员进行
查看。 巡逻人员发现二楼西南部一女
装店发生火灾，有向隔壁店铺蔓延趋
势。 于是，商场立即启动应急程序，迅
速拨打 119、110、120， 并对顾客进行
疏散。 商场工作人员提醒顾客用湿毛
巾捂住口鼻有序撤离，但仍有 50 多人
被困商场，情况十分危急。

县消防指挥中心接警后，按照“一
处着火、多点调动、多线并进”的原则，
调度辖区 2 个消防中队 8 辆消防车
32 名消防员火速赶赴现场。 消防力量
到场后，迅速成立火情侦查编队、救援
编队、灭火编队、供水编队，开展救援
工作， 同时向县政府应急办报告。 县
政府应急办提请县政府启动淮阳县

事故救援应急预案，调集公安、安监、
城管 、卫生 、电力等相关力量到场增

援，迅速成立应急救援指挥部。
消防救援人员佩戴个人防护装

备，携带特勤器材，深入着火层查看被
困人员情况、火势蔓延方向、自动消防
设施排烟灭火效果，开辟救生通道，第
一时间营救被困人员。 根据应急救援
指挥部要求， 县公安局组织人员对广

场外围实施交通管制， 对火灾现场实
施警戒；县城管局负责清理周边车辆；
县 120 急救中心设立临时救护站；县
安监局组织专家顾问为应急救援制

订方案； 县电力部门负责切断事故现
场电力供应；县商务、交通运输、工商、
质检、住建、环保等部门均开展相关工

作。
被困人员全部救出后， 应急救援

指挥部总指挥长下达 “集中力量总攻
灭火” 的命令。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奋
战，大火终于被扑灭。

此次演练在各单位及演练人员的

全力配合下，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②9

我市应急救援综合演练在淮阳举行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耿
保卫)今年以来，县民宗委认真学习新
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强化民族宗
教干部队伍建设。

完善三级网络建设。 县民宗委出
台了《淮阳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关
于加强宗教工作三级网络两级责任制

的实施方案》， 调整充实了县民族宗教
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成立了乡级民族宗
教协理员队伍，村级协理员队伍，以及
县、乡、村三级管理网络队伍。

强化教育培训。 县领导为到县委
党校学习的村党支部书记、驻村第一

书记作民族宗教政策法规专题辅导

报告。 各乡镇统战委员在各乡镇党校
开展宗教政策法规培训，进一步提升
基层干部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能力

和水平。
加强宗教界人士队伍建设。 县民

宗委建立了爱国宗教团体定期换届、
宗教界人士选拔培训、宗教团体后备
人才队伍储备等制度 ， 按照协会章
程， 及时完成了县伊斯兰教协会、佛
教协会、基督教协会等爱国宗教团体
换届工作，选出宗教团体储备人才 15
名。 ②9

综治组来了 村面貌变了

县民宗委

强化民族宗教干部队伍建设

日前，淮阳县豆门乡狠抓人居环境整治，出动人力 2000 人次、挖掘机 60 台
次，对全乡 100 多个坑塘进行清理。同时，集中清运大街小巷各类垃圾，乡村面貌
焕然一新。 图为一名村民正在清扫村内道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贾志勇 摄

演练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