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直千余名基层党支部书记参加专题培训
本报讯 （记者 普淑娟） 为进一步提

升基层党支部书记政治素质和履职能

力，6 月 27 日， 我市对市直基层党支部
书记进行集中培训。

本次培训班由市直工委主办，为期
一天。 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

郭献功以《怎样做好新时代机关党支部
工作》为题，省直机关党校副校长、副教
授袁建伟以《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
例）》为题，为学员们授课。

本次培训采取集中授课与案例

分析相结合 、政治理论与党建业务相

结合的培训方式进行 ， 培训内容丰
富 、重点突出 ，把枯燥的理论知识融
入鲜活的事例和具体的实践中 。 培训
结束后 ，主办单位将对基层党支部书
记和党务干部进行应知应会党务知

识测试 。

学员们纷纷表示 ， 本次培训重点
突出、 特点鲜明， 课程合理 、 教学相
长，寓教于理、寓教于情。 培训学习使
心灵受到震撼 、思想得以升华 ，做好
党支部工作的思路更加清晰 、信心更
加坚定。 ①8

全省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乡村振兴战略”宣讲活动郸城报告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 徐松 通讯员 陶杰） 6

月 27 日上午， 河南省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乡村振兴战略”集中宣讲活动郸
城报告会在该县一高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报告厅举行。 省宣讲团成员、省委宣
传部理论教育讲师团副团长赵琳作辅

导报告。
举行此次报告会，是为了深入学习

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省委
十届九次全会精神和 《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战略的实施意见》。
赵琳从事党的理论宣传教育工作

多年，理论功底深厚。 近年来发表论文

40 余篇，主持完成三项省级课题，参与
国家级、省级相关研究课题 10 余项，参
编教材 10 余部并获省级二等奖， 经常
应邀为省直机关、党校干校、企业和高
等院校进行专题辅导讲座。

赵琳以《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托，不
断深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河南实践》为
题，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及重要

意义、深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河南实
践、强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组织保证
三个方面作辅导报告。报告内涵丰富、阐
述深刻、旁征博引，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
指导性， 使广大党员干部开阔了视野，增
长了知识，启发了思路，增强了信心。

郸城县社会各界 600多人现场聆听
报告。 ①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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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核心指标排名争先带动营商环境持续创优
本报讯 （记者 李莉） 6 月 26 日下

午，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吉建军主持
召开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汇报会。市
委常委、统战部长赵锡昌，副市长胡军
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优化营商环境是“放管
服”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推进政府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机遇 ，
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

障，各级各部门必须提高政治站位，增
强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抓好各项
工作的落实。 要建立优化营商环境组
织领导体系、 政策体系和工作推进机

制，对标全省行动方案要求，自检自查，
整改完善， 推动各项改革措施落地见
效。 要聚焦营商环境核心指标，全面压
缩办理时限，提高服务效率，降低运营
成本，创造更多一流服务实践，以核心
指标排名争先、优化提升带动全市营商
环境持续创优。

市发改委、市市场监管局、市政务
服务和大数据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市税务局、市工商联、市法院、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市金融工作局、市行政服
务中心先后汇报了关于推进政府职能

转变和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开展情况。①6

周口市直机关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98 周年表彰大会召开

本报讯 （记者 普淑娟） 6月 27日上
午，周口市直机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8周年表彰大会在周口人民会堂召开。
会议重温入党誓词， 对先进党组织代
表、优秀共产党员代表、优秀党务工作
者代表、“共产党员先锋岗” 先进集体、
“学习强国” 先进单位和学习标兵代表
进行表彰。 省委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种
瑞华，市委常委、秘书长李云出席会议。

种瑞华在致辞中代表省委直属机关

工委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

热烈祝贺， 向周口市直机关全体党员和
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他指出，周
口市各级机关党组织要强化理论武装，
在坚定理想信念中做到“两个维护”。 要
突出主题教育， 在从严从实推进中牢记
初心使命。要紧贴工作大局，在服务中心

任务中彰显党建价值。要打造过硬队伍，
在担责担难担险中树立良好形象。

李云要求， 全市各级机关党组织要
在落实“两个维护”上彰显新形象。要高质
量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做到主题教育和重点工作两促进。 要在
推动跨越发展上作出新贡献， 把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作为党建工作的立足点和落
脚点，引导广大机关党员干部大干、苦干、
实干、超常规干，增强出彩意识，焕发出彩
激情，争做出彩周口人。 要在抓基层打基
础上树立新标杆，以开展“基层工作全面
提升年”活动为契机，树牢大抓基层大抓
支部的鲜明导向，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
步。 要在全面从严治党上展现新担当，认
真落实各级党建责任，增强党内政治生活
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 ①6

我市公安机关隆重表彰优秀共产党员
本报讯 （记者 姬慧洋 通讯员 郁发

顺） 6 月 27 日上午，周口市公安局召开
全市公安机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8
周年表彰大会， 对全市公安机关 51 个
先进基层党组织、54 名优秀党务工作
者和 100 名优秀共产党员进行隆重表
彰。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王平出席会
议，并为全体参会党员民警讲授党课。

王平指出，2018 年以来， 我市公安
机关各级党组织在市公安局党委的坚强

领导下，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精神，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较
好地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 广大党务工

作者既干党务，又做业务，默默无闻，甘
于奉献； 广大党员民警在各项公安工作
中冲锋在前、享受在后，充分发挥了共产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出色完成了各项
工作任务。

王平号召全市公安机关及广大党

员民警要以受表彰的党员民警为榜样，
进一步加强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自觉
践行党的根本宗旨，保持先进性和纯洁
性，以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做好本职
工作，严守纪律、弘扬正气，奋发进取、
爱岗敬业，学思践悟“对党忠诚、服务人
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总要求，奋力
开创新时代周口公安工作新局面。 ①6

加强城乡接合部整治 让“创卫”不留死角
本报讯 （记者 宋馨） 6 月 26 日下

午，副市长秦胜军带领市爱卫办、市卫
健委、 市城管局等单位相关负责人，重
点对城乡接合部整治情况进行督导检

查。
秦胜军一行先后来到小桥办事处

建东社区、金海办事处孙嘴村、荷花办
事处闵湾村、建新路西段、紫荆城小区
等地，实地察看了旱厕拆除整治、市政
道路等情况，发现还存在杂草清理不到
位、绿化带内存在生活垃圾、垃圾箱未

盖、道路破损等现象。
秦胜军要求，下一步，各相关单位和

部门要在规定时间内， 在巩固成果的基
础上，查漏补缺、举一反三，特别是对城
乡接合部、背街小巷、“五小”行业、道路
绿化带等薄弱环节进行重点治理， 对发
现的问题立即整改， 并建立常态化管理
工作机制，对闲置地先清理后平整绿化。
另外，要加大宣传力度，让市民养成良好
的生活习惯，自觉清理垃圾，保持环境卫
生整洁，让 “创卫” 工作深入人心。 ①6

�6 月 27 日下午，位于周口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的周口关

帝（东区）220 千伏输变电工程
成功投运。 该工程于 2018 年 9
月开工建设， 投运后既确保了
郑合高铁调试和商业运行期间

的电力供应， 又保证了我市今
年夏季用电高峰期电网可靠运

行。 图为工作人员正在对线路
进行验电。
记者 窦娜 通讯员 张岩 摄

太昊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积极推进庭院绿化建设
本报讯 （记者 李一） 6 月 26 日，记

者在经济开发区太昊路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看到， 道路两侧盆栽生机勃勃，亭
间小道绿荫葱郁， 园林式庭院鸟语花
香，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创园”工作
开展以来，太昊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按
照市委、市政府和市“创园”办的要求，
积极开展庭院绿化建设，打造绿色生态

的医院环境。
据了解，“创园”工作开展以来，太

昊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高度重视院

内绿化环境建设 ，成立了绿化工作小
组 ，形成了院长带头抓 、分管院长负
责抓 、 职能部门具体抓的工作机制 ，
认真安排 ，科学布局 ，高标准开展庭
院绿化建设 。 在推进庭院绿化工作

中， 该中心按照 “场院植绿 、 见缝插
绿 ”的要求 ，对院内进行整体绿化 、立
体绿化 ， 并合理搭配绿化树种和花
卉 ，在院内种植法桐 、小叶女贞 、红叶
石楠等 ， 在草坪内设置多层立体花
架 ，形成了乔 、灌 、花 、草 、藤相结合的
绿化结构 ，从而打造了绿意盎然的园
林式医院 。 目前 ，该中心院内百花齐

放 、绿树成荫 ，绿化面积达 1890 平方
米，绿化率达 35%。

关于下一步的工作，太昊路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有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将加
强绿化管理工作，在突出院内景观“精、
新、奇、美”的同时，继续丰富绿化内容，
不断增加院内绿化面积，进一步助力我
市“创园”工作。 ①8

周口幼师积极开展“创卫”工作
本报讯 （记者 普淑娟 通讯员 伊

琰） 6 月 26 日上午，周口幼儿师范学校
召开“创卫”攻坚大会，动员全校师生在
校内外全力投入“创卫”热潮。

为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创
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要求，彻底改变校
园环境，推动“创卫”工作有序、深入开

展，近几个月来，该校师生团结拼搏、大
干实干，积极投入到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的工作中来。

6 月 22 日、23 日是双休日，该校全
体师生放弃休息时间，对校园环境进行
大整治，整治车辆停放秩序，打好校园
环境卫生综合整治攻坚战。 与此同时，

该校还组织志愿者 200 余人，到学校分
包区域———祥和社区和周口大道，清除
垃圾杂物， 向社区居民宣传 “创卫”活

动，提高社区居民对“创卫”工作的参与
率、知晓率和满意率，使分包区域井然
有序，环境焕然一新。 ①8

发挥监管职能 助力环境攻坚
———访市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卢海洋

记者 王晨

6 月 13 日，全市污染防治工作会
议召开， 吹响了夏季污染防治攻坚战
的号角。 市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卢海
洋说，市市场监管局高度重视，认真贯
彻落实刘继标书记讲话精神， 助力环
境攻坚。

卢海洋说， 在污染防治攻坚工作
中，市市场监管局做到认识上再提升，
把大气污染防治与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有机结合，把市委、市政府关于大气污
染防治攻坚的决策部署作为燃煤散烧

治理、成品油市场监管的遵循，深化认
识，提高政治站位。 宣传上再强化，充
分发挥监管职能，采取多种形式，加大
大气污染防治宣传力度， 强化散煤治
理和成品油商品经营者第一责任人的

责任意识，营造良好社会氛围。措施上
再跟进，坚持问题导向，精准发力，在
全市深入开展燃煤散烧治理“利剑”行
动，根除燃煤散烧治理“顽疾”。 结合
“创卫”工作，成立 10 个工作组，加大
中心城区“三小”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和
学校、幼儿园食堂排查整治力度，坚决

做到禁燃区内无燃煤。配合有关部门，
深入开展中心城区工地、 停车场重型
货车、油气、施工工地车辆治理专项行
动。为打赢全市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助推全市创建空气质量国家二级达标

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作出不懈努力。
卢海洋说， 市市场监管局全面启

动燃煤散烧治理暗访督查工作， 加大
明察暗访督查力度， 把压力传导到基
层，对工作不细致、措施不到位，影响
全市污染防治攻坚战整体大局的，将
严肃处理，决不含糊。

卢海洋表示， 污染防治攻坚必须
决战全胜。市散烧办、全市市场监管系
统将严格按照专题会议和刘继标书记

讲话要求，真抓、实抓、细抓、严抓、常
抓， 坚决打赢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
战，向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交上一
份满意的答卷。 ①6

根据完成情况由高到低排列

污染防治攻坚在行动

一把手谈环保

万众一心苦干实干确保成功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发挥统战优势 推动经济发展
本报讯 （记者 普淑娟） 6 月 25 日

下午，市委常委、统战部长赵锡昌到项
城市调研基层统战工作。

赵锡昌先后到千佛阁陈营基督教

活动场所、庄吉服饰、乐普药业等地实
地调研宗教工作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情况，对项城市近年来在维护民族宗教
领域和谐稳定、优化营商环境助推非公
有制经济“两个健康”发展等方面取得
的成绩给予肯定。

赵锡昌指出，统一战线要在“围绕
中心 、发挥优势 ”上下功夫 ，以更高站
位、更大决心、更足信心，找准位置、主
动作为，发挥“法宝”作用，调动一切有

利于发展的因素，团结一切有利于发展
的力量，为推动全市经济发展、维护社
会和谐发挥应有的作用。

赵锡昌强调，各级党委要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
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切实
增强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 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独特优势，
着力加强政治引领， 着力推动工作创
新，着力夯实基层基础，为打赢三大攻
坚战、 助推周口高质量发展凝聚智慧、
贡献力量，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 周年。 ②5

中心城区 80岁以上老人
可享受政府购买服务

本报讯 （记者 王泉林） 6 月 27日，
市经济开发区举行 2019 政府购买养老
服务启动仪式，这标志着我市中心城区
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工作正式启动。

政府购买养老服务是 2019年市委、
市政府确定的中心城区十大民生实事之

一。 本次购买养老服务项目包括保洁服
务、助行服务、代办服务。 据悉，市经济开
发区首次购买 80 岁以上老人居家养老
服务 1134人，购买服务对象覆盖该区 21
个居委会和 3个办事处。 购买标准每人
每月 80元，全年预算每人 960元。前期通
过公开招标、专家评审，周口市康德养老
服务有限公司中标，负责实施这一项目。

为落实 2019 年政府购买养老服务
工作，该区民政局制订了具体的政府购
买养老服务实施方案，明确了政府购买

服务标准、服务内容、服务对象、服务期
限、服务监管、服务结算等。主要工作任
务是项目实施单位上门入户采集 80 岁
以上政府购买服务对象信息，对老年人
进行健康评估，制订居家老年人详细服
务方案，每月定时提供上门服务。 居家
老年人通过拨打 12349 居家养老呼叫
平台提出服务需求，平台工作人员线上
派单，服务团队线下为老年人提供点对
点服务， 并在服务过程中接受区民政
局、市民政局、第三方评估公司监管。

我市实施的政府购买养老服务面

对中心城区符合条件的 80 岁以上老
人， 每人每月提供 80 元社区养老服务
资金。除市经济开发区外，川汇区、市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港区也将陆续启动这
一项目。 ①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