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脱贫攻坚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韩

本俊） 8 月 2 日 ，淮阳县卫健委主任韩
玉东带领县卫健委相关工作人员 ，以
及县直医院和部分乡镇卫生院院长一

行 16 人 ，赴郸城县学习医共体建设经
验。

当天 ， 韩玉东一行实地参观了郸
城县中医院 、 胡集乡卫生院及胡集村
卫生室。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 ， 郸城县
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郸城县医共

体建设好的经验和做法。 随后，双方就
医共体建设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 、人才
流动 、 绩效考核等工作进行了深入探
讨交流。

淮阳县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
淮阳县将结合实际 ， 认真学习郸城县
医共体建设经验 ， 积极推进医共体建
设，充分发挥县级医院资源优势 ，有效
带动县 、乡两级医疗机构协同发展 ，逐
步构建分级诊疗双向畅通 、 基层群众
全面获益的医疗卫生服务新体系。 ②9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刘华
东） 8 月 1 日，县委书记马明超主持召开
县委常委议军会议。县领导胡东河、苏中
林、马自成、马昭才、董鸿、王之梦、张文
峰、余长坤、李祥生、邹松、周天峰参加会
议。县委办、县政府办、县教体局、县卫计
委等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

会议指出，近年来，县人武部在国防
教育、双拥、征兵等工作上取得了显著成
绩。 今后，县委、县政府将加大在人员、资
金、装备等方面的投入力度，进一步提升
党管武装工作水平， 推动人武工作再上

新台阶。
会议要求，县人武部和相关单位要

清醒认识当前的形势 ，居安思危 ，主动
作为，克服松懈麻痹思想 ，做好民兵训
练和征兵等工作。 要紧紧围绕全县中心
工作 ，创造性地开展国防教育 、双拥工
作，确保全县人武工作取得更加辉煌的
成绩。

会上，县人武部相关负责人提交了
需要县委常委议军会议研究解决的问

题，并对近期县人武部党委工作进行了
汇报。 ②9

4 淮阳新闻组版编辑：窦 赢 校对：郭怡晨 电话：6189578 ２０19年 8月 9日Ｅ-ｍａｉｌ押zkrb1234@126.com

县委常委议军会议召开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尚福
临） 8 月 5 日， 许昌市人大常委会组织
许昌市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有关负
责同志莅临淮阳，就人大代表联络站和
人大代表履职网络服务平台 （简称 “一
站一台”）建设进行考察学习。 淮阳县人
大常委会主任苏中林、副主任霍伟及相
关部门负责人陪同考察。

当天，考察组一行到白楼镇人大代
表联络站， 深入了解联络站日常运行、
制度建设 、 活动开展及履职成效等情
况 ，仔细查看人大代表履职档案 、选民
接待登记册 、 人大代表活动掠影等台

账， 观看白楼镇人大主席团专题宣传
片，并就如何有效发挥人大代表履职作
用进行深入探讨。

考察组对淮阳县人大工作给予了

高度评价。 大家一致认为，淮阳县“一站
一台 ”建设工作起步早 、标准高 、工作
实、效果好 ，特别是淮阳县人大常委会
实行的“一二三四五”工作法，极大地激
发了各级人大代表在人代会闭会期间

履职的积极性 。 希望今后双方能多沟
通、多交流，分享好的经验和做法，取长
补短 ，携手奋进 ，为绘就中原更加出彩
新画卷贡献力量。 ②9

许昌市人大考察组到淮阳
考察 “一站一台 ”建设

县卫健系统赴郸城学习医共体建设经验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许

光明） 为实现稳定脱贫，县自然资源局
按照“一摘四不摘”要求，持续发力 ，不
断加大驻村帮扶力度 ， 拓宽群众增收
渠道，巩固提升脱贫成果。

坚持队伍不撤，确保精兵强将到一
线。该局 14 个驻村工作队的 46 名驻村
工作队员和 4 名驻村第一书记继续入
村帮扶，做到摘帽后思想不松 、队伍不
撤 、人员不减 ，确保思想上专一 、身份
上专职、工作上专心 ，切实让驻村工作
队员从“机关人”变成“村里人”。

坚持投入不减 ， 确保经费落实到
位 。 该局继续把人力 、物力 、财力向帮
扶村集中，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每年发
放 2 万元的驻村帮扶专项资金 ， 做到
专款专用。 同时，解决好驻村工作队员
吃 、住 、行等保障问题 ，为其打造良好
的工作环境，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坚持管理不松， 确保队伍下得去、
待得住、干得好。 该局严格落实驻村工
作制度， 让驻村工作队员与群众同吃、
同住、同学习、同生产、同劳动，杜绝“挂
名不在岗”“在岗不作为”问题发生。 同
时，健全督查机制，每月对驻村帮扶工
作开展情况进行不定期督查，确保人员

在岗在位、发挥作用 ，确保工作队下得
去、待得住、干得好。

坚持要求不降，确保干劲不松。 该
局继续推行 “五天四夜 ”工作法 ，把入
户走访作为每天的 “必修课 ”，与群众
建立经常性联系 ， 进一步夯实驻村工
作队宣传党的政策 、完善帮扶机制 、巩
固脱贫成果、建强基层组织等责任， 打
消工作队 “船到码头车到站 ”的思想 ，
确保驻村工作队有事干 、会干事 、干成
事。

坚持力度不减， 确保作用发挥好。
结合当前脱贫攻坚工作，该局召开专题
会议，要求驻村工作队、驻村第一书记
进一步厘清思路 、明确目标 ，在帮扶村
开展基础设施建设、 特色产业发展、人
居环境整治、美丽乡村规划建设 、技能
培训及劳务输出等方面的工作，帮助群
众解决增收难题，加大对群众的教育引
导力度，激发其内生动力 ，切实发挥好
驻村帮扶的作用。 ②9

持续做好驻村帮扶工作

县自然资源局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近日，县
妇联在县档案馆综合楼举行贫困母亲

“两癌 ”救助金发放仪式 ，为 19 名 “两
癌”贫困妇女每人发放 1 万元救助金，
共发放 19 万元。

根据省、市妇联的通知要求，县妇
联本着优先救助低保、年龄大、家庭特
别困难妇女的原则， 从已进入全国妇
联“两癌”系统的人员中筛选出相关人
员， 再由省妇联确定救助对象。 这 19

名“两癌”贫困妇女均来自建档立卡贫
困户和低保家庭。 该救助金为河南省
“阳光母亲 ”专项救助金 ，县妇联采取
直接把钱转到被救助人银行卡上的方

式发放救助金。

截至目前， 淮阳县已发放救助金
52 万元，惠及“两癌”贫困妇女 52 名 ，
有效缓解了“两癌”贫困妇女家庭经济
困难的现状， 得到了广大贫困妇女的
交口称赞。 ②9

19名“两癌”贫困妇女喜领救助金

������为深入宣传普及应急知识和技能，进一步提高公众卫生应急素养和自救互救能
力，日前，淮阳县中医院开展卫生应急知识宣传活动。 当天，该院急诊科医生齐思远、
王子龙，外科医生崔成品分别对心肺复苏、气道阻塞的现场急救和创伤止血包扎进
行教学演示，吸引了众多患者及其家属前来学习。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牛淑一 摄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张
金磊） 近日，安岭镇多措并举，大力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专项整治工作，把该项
工作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

手，明确任务，细化责任，统筹安排好各
方力量， 尽心尽力完成好各项工作任
务。

一是按照镇“六村共建”领导小组的

工作部署，建立镇政府牵头、保洁公司负
责、行政村督促、保洁人员落实的管理模
式，实行环卫工作网格化管理。二是通过
宣传引导、考核通报、严格奖惩等举措，

处理好农村生活垃圾， 做到垃圾日产日
清。三是增强责任意识，形成干部带头治
理、群众自主分类的工作格局，大力整
治农村人居环境。 ②9

安岭镇多措并举整治农村人居环境

年仅 20 岁的淮阳县王店乡陈庄
行政村信息员陈佳佳虽然身有残疾，
但她身残志坚， 决心当好信息员，用
实际行动回报党的恩情。

陈佳佳一家四口人，其中两人残
疾。 2016 年，陈佳佳家被识别为建档
立卡贫困户，村里为他们家进行了危
房改造，并给其身有残疾的母亲发放
了新轮椅。 最终，通过政府帮扶及自
身努力，陈佳佳家顺利脱贫。

脱贫后 ，陈佳佳感慨万千 ，暗下

决心以实际行动报答党的恩情。 2018
年 7 月，淮阳县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时
期 ，陈庄行政村缺少懂电脑 、会制表
格的人 ，对此 ，村党支部书记非常着
急。 陈佳佳听说后，毛遂自荐，愿当村
里的信息员。 一开始，由于不熟悉业
务 ，在制作各种报表时 ，陈佳佳遇到
不少麻烦，有时急得直哭。 村党支部
书记语重心长地开导她：“佳佳，做事
不要急 ，要冷静 、有耐心 ，认真思考 ，
沉着应对。 ”于是，她虚心向内行人请

教。 为了按时完成工作，她还经常加
班加点。

有一次， 陈佳佳完成报表工作后
已是深夜。回家途中，由于天黑加上路
况不好，陈佳佳连摔了几跤，额头、手
都摔破了。母亲看到后，心疼地拉着她
的手说：“这工作咱不干了， 每天吃饭
饥一顿饱一顿的，晚上还要加班，工资
也不高。你可以去电子厂上班，每天工
作 8 小时，月收入 2000多元。 ”

母亲的提议被陈佳佳拒绝了。 由

于经常走村入户，全村建档立卡贫困
户、脱贫户、残疾户、低保户、五保户、
未脱贫户的情况，她都了如指掌。 自
从担任村里的信息员以后，陈佳佳努
力学习 ，刻苦钻研 ，现已熟练掌握电
脑操作 ， 制作各种表格更是得心应
手。 凡是乡里要求当天完成的工作，
她决不放过夜，信息报表工作一直走
在兄弟村的前列，多次受到上级的表
扬。 陈庄行政村“两委”班子为有这位
身残志坚的好青年感到骄傲。 ②9

出彩淮阳·添彩有我

陈佳佳：身残志坚 当好信息员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周士峰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楚士杰 贾晗 文/图） 8 月 7 日上午 ，
淮阳中学举行 2019 年高考优秀学生
表彰大会。 副县长王汝凌、 县教体局
局长王力、淮阳中学校长高远征等为
今年考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李

申申、马超凡 、魏月磊 、赵宇博 、范逍

宇、张广阔 6 人颁发奖状（如图）。
会上，李申申代表 2019 年高考优

秀学生作了典型发言。 他回顾了在淮
阳中学学习、生活的点点滴滴，对老师
的辛苦培育表示了感谢， 并立志在大
学里不忘初心、 继续拼搏。 他还向与
会的学弟学妹介绍了学习经验。 张雅

婷代表高三学生作了发言。她表示，未
来一年， 她将以受表彰的学长学姐为
榜样，不负青春，拼搏进取，努力考上
理想的大学。

高远征在致辞中说，受表彰的学
生要坚守心中的梦想，保持奋进的激
情，确立更高的目标 ，把已取得的成

绩化为向更高目标迈进的动力，刻苦
学习， 努力成为社会的精英和栋梁。
要把优秀当成一种品质、把优秀当成
一种习惯 ，继续坚守 “勤奋 、诚实 、淳
朴、坚毅 ”的校训 ，不断追求卓越 ，力
争走向更宽广的舞台、迎接更大的挑
战。 同时，要心怀感恩，感恩老师、感
恩父母、感恩社会，待学成之后，能够
多关心、 多支持家乡建设和发展，以
实际行动回报家乡。

最后，王汝凌发表讲话。他首先向
受表彰的学生表示祝贺， 并肯定了淮
阳中学 2019 年高考取得的优异成绩。
他希望淮阳中学及时总结经验， 抓住
机遇，追求卓越，创新创优，推动淮阳
县教育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同时，加大
对尖子生的培养力度，以点带面，促进
全县教学质量大幅提高。 他指出，今
后， 淮阳中学要强化管理， 把思路放
活、把眼光放远、把心胸放宽，争取创
造更大的辉煌。

据悉，今年高考，淮阳中学取得佳
绩： 理科应届毕业生李申申裸分 700
分，勇夺周口市理科第一名、河南省理
科第二名的好成绩； 文科应届毕业生
赵宇博裸分 651 分， 勇夺周口市文科
第二名、淮阳县文科第一名的好成绩。
全校 650 分以上的有 13 人，600 分以
上的有 101 人。 ②9

淮阳中学表彰高考优秀学生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张
长银 文/图） 8月 8日上午，淮阳县在鑫
谷生物科技产业园项目建设工地举行

2019年第三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 （如
图）。县领导马明超、王毅、苏中林、马自

成、董鸿、李祥生、邹松、朱希炎、李凤
丽、张健及鑫谷生物科技董事长郭彦超
参加开工仪式。

县委常委、 常务副县长董鸿主持
开工仪式，项目所在地、县公安局相关

负责人作表态发言。 最后，县委书记马
明超下达开工令。

本次集中开工 7个项目， 总投资
31.7亿元，涉及工业、社会事业、基础设
施三大类，其中工业项目 2 个，总投资

16.5 亿元；社会事业项目 3 个，总投资
6.2亿元；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项目 2
个，总投资 9亿元。

县长王毅在致辞中指出，近年来，
淮阳县始终坚持“工业强县、旅游突破、
城乡统筹、四化同步”发展战略，突出项
目引领，强化投资拉动，不断掀起招商
引资和项目建设热潮。 今年上半年，全
县新签约项目 22 个， 合同投资总额
188.5亿元；新开工项目 8个，合同投资
总额 40亿元， 新签约项目数量和新开
工项目数量均居全市前列。鑫谷国际企
业总部港项目和鑫谷生物科技产业园

项目总投资 16.5亿元，涵盖生物发酵、
科技研发、总部经济、精品商住等多个
领域。 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工业产
品的科技含量， 对加快工业化进程、促
进产业结构调整、推进县域经济发展具
有重大意义。

王毅要求， 各项目施工单位要在
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的前提下，抢
工期、抢效益，确保项目早投产、早见
效。 各项目指挥部、各相关部门要始终
围绕项目建设主战场，搞好服务，齐心
协力推进项目建设。全县上下要以此次
集中开工为契机，努力在项目引进和项
目服务上比贡献、比业绩，坚定不移地
推进重点项目建设，迅速掀起新一轮项
目建设热潮，为淮阳经济社会实现高质
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②9

淮阳县 2019年第三批项目集中开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