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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阳区四个班子领导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3 月 12
日是植树节 ，淮阳区委书记马明超 、
区长王毅带领区四个班子领导及区

直单位干部职工 170 余人 ， 到冯塘
乡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现场 ， 参加
义务植树活动 ， 用实际行动营造人
人支持 、 人人参与森林淮阳建设的

浓厚氛围 。
植树期间，马明超向相关负责人详

细询问了造林计划、造林规模、栽种树
苗种类、后期管护等情况。

马明超要求， 全区各级各部门要
把造林绿化质量放在首位， 严把绿化
设计关、施工关、养护关，坚持高起点、

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造林绿化，为建设
生态淮阳作出新贡献。

据了解，淮阳区 2020 年计划完成
造林绿化任务 3.5 万亩、 森林抚育 1.4
万亩、 植树 100 万株； 完成城区绿化
9970 亩， 重点任务为省级县级公路两
侧廊道造林 0.9 万亩、农田林网 0.2 万

亩， 发展优质林果和成片造林 0.48 万
亩； 新建城区街头游园绿地 20 处、面
积 369 亩，河道景观带 5 处、面积 5821
亩 ，新增城区绿化 3780 亩 ，道路绿化
长度 165 千米。截至目前，完成造林 30
多万株 、面积 9000 余亩 ，完成森林抚
育 5000 亩。 ②10

区民政局全力抓好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自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区民政局及早
行动 、及早部署 ，落实落细兜底线 、
救急难、 保民生政治责任， 齐心协
力，群防群治，全力以赴保障困难群
众的健康安全。

全面部署，织密扎牢民政领域疫
情防控网。 该局成立领导小组，研究

制订疫情防控工作实施方案，成立由
局领导带队的 4 个督导组，不定期对
全区民政服务机构、 驻村帮扶点、分
包小区执勤点的疫情防控、 安全生
产、 值班执勤等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确保各项防控措施落到实处。

细化措施， 抓深抓实服务机构
疫情防控。 该局对养老机构实行全

封闭管理 ， 禁止外来人员探视 、探
访，坚持每日两次消毒，为在院老人
每日两次测量体温， 及时准确掌握
老年人的身体状况。 婚姻登处实行
预约服务，调控登记数量，分批分段
进行登记，避免扎堆。

强化兜底 ，保障困难群众基本
生活 。 该局加大疫情防控期间困

难群众临时救助力度 ， 对边缘户 、
监测户和未脱贫户及低保对象 、特
困人员等服务对象进行全面排查 ，
对因疫情防控期间产业发展 、转移
就业受到影响和发生意外伤害 、重
大疾病及其他原因造成困境的 ，根
据需要予以临时救助 ，提高临时救
助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 ②10

淮阳中学：“空中课堂”确保学生“停课不停学”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楚
士杰 贾晗） 近日 ， 淮阳中学多措并
举，确保“停课不停学”，坚决做到疫情
防控、线上教学两不误。

部署再部署 ， 扎实推进线上教
学 。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淮阳区
委书记马明超多次到淮阳中学指导

疫情防控 、线上教学等工作 。 该校先
后 4 次召开线上教学推进会 ，对线上
教学细心研究 、部署 ，合理利用国家
和省 、市提供的网络教学资源及电视
教学资源 ，统筹做好各科学习用量用
时工作 ， 确保网上教学科学有效 ，做
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该
校注重线上教学效果 ，创新线上教学

评价形式 ，灵活推进线上检测 ，组织
线上月考并召开线上月考表彰会 ，促
进线上教学工作顺利开展。

疫情当教材，多措并举立德树人。
该校在校长高远征的带领下， 把疫情
当教材， 多措并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 ，先后开展 “抗击新冠肺炎征文 ”
“立德树人第一课 ”等活动 ，制订学生
疫情期间阅读方案 ，学习身边战 “疫 ”
典范，立志学成报国，争做全面发展的
时代新人。

“停课不停学”， 精准备考冲刺圆
梦。 高考中考日益临近，“空中课堂”持
续推进，线上学习效果如何？ 淮阳中学
高三班主任于昌峰给了我们最好的答

案，2月下旬的一次班会，让于昌峰上了
热搜，登上了央视《新闻 1+1》，成了“中
国最美网课教师”。 疫情发生以来，该校
涌现出徐良、刘喜典、张会杰、杜小娇、
何喜玲等一大批线上教学典范，坚定了
淮中学子冲刺圆梦的信心。 该校开展线
上教学的同时， 坚持网上集体备课、宅
家精研真题、在线答疑解惑、线上批改
作业，这些举措在特殊时期彰显了淮中
人的担当， 安定了学生备考的焦虑心
理，淬炼了勤诚朴毅的淮中精神，架起
了学生通往梦想的桥梁。

隔屏不隔爱，师生健康安心学习。
该校梳理网上教学工作进展情况 ，全
面摸排每个学生的网上学习情况 ，准

确掌握网上教学平台使用情况、 学习
渠道畅通情况、 家庭线上学习硬件条
件等，做到不缺一项、不漏一人。 该校
加强困难学生网上学习帮扶指导 ，着
力消除网上教学工作盲点， 分年级错
时发放教材， 制订下乡分片辅导访谈
方案 ，弥补线上教学不足 ，落实 “停课
不停学”“离校不离教”任务；针对特殊
学生进行家访，了解实际困难，力所能
及为困难学生解决问题； 体育组老师
拍摄视频远程指导学生锻炼身体 ，心
理组教师为学生上疏导课 、 减压课 。
疫情虽然将师生阻隔 ，却无法阻隔淮
中教师对学生的爱 ，更阻隔不了学生
学习的热情。 ②10

������连日来，淮阳区在严抓疫情防控
的同时，坚持全员上阵，采取得力措
施，促进企业和项目复工复产，鮸力
同心坚决打赢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两场硬仗。
图①区公路局和王店乡通力合

作，106 国道改造提升项目拆迁工作
快速推进。

图②高标准粮田建设区内，工人
们正在加紧铺设沟渠。

记者 侯俊豫 摄

全区教体工作者捐款 60余万元战疫情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郭勇 于媛媛） 疫情就是命令， 防控
就是责任。为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近日，淮阳区教体局积极组织开
展捐款工作，号召广大党员充分发挥
先锋模范作用，呼吁全区所有教体工

作者在全力维护师生健康、协助社区
防疫和做好网上授课的同时，积极捐
献爱心。

城关镇中心校捐款 65590 元、安
岭镇中心校捐款 43900元、曹河乡中心
校捐款 38750元……一串串温暖的数

字背后， 寄托着每一位教体人的爱心，
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党员干部的初

心使命、展示了人民教师的责任担当。
据统计，截至目前，淮阳区教体

系统筹得善款 623882.62 元，分别转
交到区委组织部、区红十字会，为抗

击疫情贡献教体人的绵薄之力。区教
体局局长师建锋说：“在重大疫情面
前， 广大党员和教职工要感党恩、作
表率，把早日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当
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用多种方式
为抗疫凝心助力! ” ②10

纪委信访“不打烊” 精准办理举报件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为全面
落实疫情联防联控措施，最大限度减
少人员集聚可能造成的感染风险，切
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2 月 2 日以来， 区纪委监委暂时
关闭来访接待场所，停止接待群众来
访举报，通过开通网上信访、手机短
信信访、电话信访，积极引导群众通

过来信、电话、网络等“不见面”举报
方式反映问题，确保疫情防控期间信
访工作不停滞。

区纪委监委成立工作专班，对通
过来信、网络、来电反映涉及疫情防
控工作的信访件， 及时建立台账，对
举报反映在疫情防控中不担当、不作
为 、慢作为 、乱作为 ，不服从组织安

排、临阵退缩、擅离职守、推诿扯皮、
消极应对、失职渎职等业务范围内的
信访举报件，及时分流转办、跟踪调
查处置情况，确保信访举报受理“不
打烊”，畅通群众监督渠道。

“暂停接访并不是按下 ‘暂停
键’， 区纪委监委将继续从快从严做
好涉及疫情防控的信访举报工作，对

信访举报的相关问题进行认真核实，
对情况属实的依纪依规进行严肃处

理，营造风清气正的氛围，为坚决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纪律保

障和作风保障。 ”区纪委监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截至目前，该区通过来信、
电话、网络等“不见面”举报方式，受
理群众诉求 20 件。 ②10

抗抗击击疫疫情情 共共克克时时艰艰

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

植树万棵绘春意 春风十里尽美景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春色来天
地，植树正当时。 连日来，淮阳区豆门乡
在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 抢抓
春季植树造林有利时机， 组织乡村干部
掀起植树造林高潮， 确保疫情防控和植
树造林两不误。

加强组织领导，压实绿化责任。 乡党
委书记挂帅、主管副职主抓、包村乡干部
实时督导，层层分解任务，层层压实责任，
按照国土绿化要求，细化措施，强化落实。

广泛宣传动员，营造绿化氛围。该乡
加大宣传力度， 召开全乡国土绿化植树
造林动员大会，出动 5辆宣传车，每天巡
回宣传，在各村主要路口、重要位置悬挂
条幅，营造植树造林浓厚氛围。

创新合作模式，掀起植树高潮。该乡

建立乡政府牵头、农业合作社提供树苗、
村集体提供土地、 经济收益分成的合作
模式，对全乡高速高铁沿线、路边沟边、
坑塘周围、 文化广场等区域进行高标准
植树造林，平整土地、整理路肩、撒灰划
线、挖坑种植、浇水照白，建设美丽宜居
新豆门。

加强保护管理，提高绿化成效。该乡
按照“谁投资谁管理，谁经营谁受益”的
原则，实行责任分包制，具体到村、责任
到人，制定奖罚标准和措施，建立长效机
制，奖优罚劣。

截至目前， 豆门乡出动人员 700 人
次、机械 30 台次，种植桐树、楸树、栾树、
垂柳、白蜡、红叶李、红叶石楠、红梅等绿
化树木近 2万株。 ②10

马明超主持召开文化旅游发展座谈会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3 月 15 日，
淮阳区委书记马明超在区文化改革发展

试验区管委会主持召开文化旅游发展座

谈会。 区领导胡东河、刘大明、李俊志出
席会议，区项目办、住建局、自然资源局、
文广新旅局、太昊陵管理处、平粮台管理
处、龙湖管理处等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上，区政府党组成员、文化改革发
展试验区管委会主任李俊志通报了全区

2020 年文化旅游项目谋划情况，有关单
位负责人就项目建设保障、 进展等工作
进行了汇报。

就进一步促进全区文化旅游发展，
马明超作了安排部署。马明超指出，淮阳
区文化旅游资源丰富， 文化旅游发展对
淮阳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要继续坚持
“旅游突破”战略，深入谋划，强力推进，
促进淮阳由文化旅游大区向文化旅游强

区转变。
马明超要求，要统一思想、总体规划、

分步实施、独立成章，扎实推进文化旅游
发展；要突出淮阳特色，充分挖掘淮阳的
文化特色、自然资源特色，以特色叫响品
牌、吸引游客；要突出高品位规划建设，坚
持以高品位规划引领文化旅游发展，牢固
树立景区意识，对标“苏杭”，一草一木都
按照景观打造，一步一景，移步换景；要突
出招大引强，招大项目、好项目，以精品项
目提升全区知名度；要突出生态，坚持保
护第一，打好基础利长远、不留遗憾留空
间；要抓住市委、市政府大力支持淮阳发
展，特别是高铁开通、机场即将开工建设、
沙颍河改造升级的机遇，快速推进淮阳文
化旅游发展；要形成工作合力，有关部门
要统一步调、合力攻坚，全力提升淮阳文
化旅游整体发展水平。 ②10

王毅带队观摩“三十工程”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3 月 16 日，
淮阳区 2020 年“三十工程”项目第一次
观摩活动举行，区领导王毅、胡东河、苏
中林、马自成、董鸿、李祥生、邹松等参加
活动。

王毅一行先后到鑫谷生物科技、工
业中大道连通工程、第二人民医院、五星
学校、淮郑河公园等 12 个项目建设工地
观摩督导。

王毅强调 ， 各相关部门负责人要
充分认识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 ， 着力
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各项问题 ；要
强化领导 ，夯实责任 ，确保项目建设取
得实效 ； 各分包项目领导和责任单位
要做到统筹兼顾 ，真正俯下身子 ，努力
抓好项目建设， 全力推进 2020 年谋划
的重点建设项目 ， 确保项目安全有序
推进。 ②10

杨楼村的贫困学生笑了
记者 侯俊豫

������2019 年末，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
打破了原本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 那
些不断跳动的数字让人们的心情变

得灰暗、阴沉。
转眼到了 3月， 开学的日子早已

过去，由于疫情，学校不能开学，学生们
只能在家进行网上学习。 葛店乡杨楼
村委会在排查中发现，小王庄贫困家庭
王文学和袁庄贫困家庭袁福廷两家的

孩子不能进行网上学习。
民有所呼， 政有所应。 杨楼村党

支部书记苑辉急忙召开村委会。 在村
委会议室里，一张大会议桌前坐满了
村委会成员 ，经过一番讨论后 ，苑辉
说：“扶贫先扶志， 扶志先扶智。 智慧
从何而来？ 从知识中来，从学习中来。
如果贫困家庭的孩子不学习，就会越
来越穷。 ”“杨楼行政村决不能让一个
孩子失去学习的机会。 ”“他们没手机
上课 ，我们买手机帮助他们 ，他们没
网络，我们拉网线支持他们。 ”苑辉话
音未落， 就从兜里掏出 500 元钱放到
桌子上。 在苑辉的带动下，大家纷纷
捐款，你 200 元，他 300 元，为困难学
生献爱心。

随后，苑辉来到移动公司，移动公
司经理了解到村委会成员踊跃捐款

为贫困家庭学生买手机、拉网线的情
况后 ，被大家的行为感动 ，决定免费
为袁福廷家安装网线，并立即派人安
装。

3 月 7 日清晨， 在贫困户袁福廷
家简陋的庭院内放着一张老式八仙

桌，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和一个八
九岁的小姑娘在老旧沙发上默默看

着书，这是袁福廷的两个女儿。 此时，
袁福廷在低矮的厨房里忙碌着。

袁福廷个子不高，不善言谈，三十
多岁才结婚，由于妻子患有精神病需
长期治疗和照顾 ， 袁福廷家入不敷
出、经济困难。

“咚咚咚”一阵敲门声打破了平静，
大女儿听到敲门声， 急忙跑出去开门。
院门打开后，她看到了几张熟悉又亲切
的脸，她稚气的脸上挂满了笑容，回头
喊道：“爸，大队的几位叔叔伯伯来了。 ”

袁福廷急忙从厨房里出来，脸上
带着笑意说：“苑书记，谢谢，谢谢你们
啦！ 快到屋里坐。 ”

“不了，就站在院子里吧。 ”
“苑书记，前天，我家的水管已经

修好了，昨天，装网线的来了，网线已
经装好了，都没要钱。 ”袁福廷说。

原来，村委会在排查时，听说袁福
廷家的水管坏了 ， 于是立即拨打电
话，让维修工人前来修理 ，费用由村
委会支付。

“今天，我们送来一部手机，让孩
子在网上好好学习吧。 ”苑辉把一个
盒子递给袁福廷， 袁福廷接过盒子，
眼里含着泪光。 这时，袁福廷的大女
儿高兴地跑了过来，接过袁福廷手中
的盒子 ，迅速打开 ，把一部崭新的华
为手机捧在手中。 她用手轻轻抚摸手
机，高兴地说：“我们能上网课啦！ ”苑
辉看到她高兴的样子，脸上露出了欣
慰的笑容。

村委会成员要离开时，袁福廷的
大女儿说：“叔叔伯伯，我们一起拍张
照吧 ，我会记住你们 ，将来一定报答
你们。 ”

“咔嚓”一张珍贵的照片留在了那
部手机里。 苑辉对袁福廷的女儿语重
心长地说：“孩子，你不用报答我们，我
们是党员 ，你要好好学习 ，将来报效
祖国。 ”袁福廷的女儿点点头，认真地
说：“记住了！ ”

3 月 7 日中午，阳光斜照，王文学
一家三口坐在堂屋前，女儿坐在一个
低矮的小板凳上， 依偎在妈妈身边，
正在看一本书。 王文学今年 60 多岁，
父母过世早，50 多岁才结婚。 由于妻
子因病需要长期照顾，他不能外出打
工，家庭困难。

他的女儿一抬头， 看到了苑辉一
行，“爸，村委会的叔叔们来啦！”王文学
抬起头，急忙和女儿一起迎了上来。

“我们给你送部手机，你女儿就能
在家上网学习了。 ”苑辉说。 王文学的
女儿接过手机，高兴地说：“爸，我能在
家上课了。 ” 王文学看着这部崭新的
手机 ，眼里泛着泪光 ，他连老式手机
都没用过，激动地拉着女儿说：“快谢
谢叔叔们。 ”

苑辉微笑地看着王文学的女儿问

道：“孩子，你为啥学习呀？”王文学的女
儿想了想，坚定地说：“为国家作贡献。”
村委会成员异口同声地说：“对，好好学
习，将来为国家作贡献。 ”②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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