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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紧抓实项目建设 倾力服务企业发展

张建党带队调研项目建设和工业企业发展情况时强调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朱东一） 8
月 13 日， 区委书记张建党带队调研项
目建设和工业企业发展情况， 王献超、
胡东河、苏中林、马自成、刘淑杰、邹松
等区领导及区直相关部门和部分乡镇

负责人参加。
张建党一行先后到居然之家商业

综合体项目、颐高国贸中心项目、泌园
春医疗养老项目、淮阳桂柳牧业有限公
司等项目建设工地和企业生产现场，实
地查看、了解各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和工

业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问题。 每到
一处，张建党都认真听取汇报，详细询
问情况，现场解决问题，督促施工进度，
并对下一阶段工作提出有针对性的意

见和建议。
关于项目建设工作， 张建党指出，

项目建设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引擎和有力抓手，项目方要明确
目标任务，紧盯时间节点，严把质量关
口，提高施工效率，全力以赴赶工期、抢
进度，力争早建成、早达效；各相关部门

要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服务意识，主动
对接 ，密切配合 ，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
为项目建设创造良好环境 ， 助力淮阳
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有关单位要
进一步压实责任，抓住项目建设关键环
节，鼓足干劲，全力攻坚，有力、有序推
进各项重点项目建设， 如期圆满完成各
项目标任务。

关于加快工业企业发展工作，张建
党强调，工业企业是地方经济的重要支
撑， 要全力以赴抓好企业生产经营，为

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企业要加强自
主创新，注重科技研发，不断增强自身
竞争力。 各相关部门要强化职责，优化
服务，加强与企业交流沟通，聚焦企业
发展实际需求， 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
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带着创新举措，积
极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困难，与
企业同心合力，推动淮阳区工业经济实
现快速发展；要坚持“安全第一”的生产
经营原则， 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
确保企业安全、高效发展。

张建党王献超看望慰问
疫情防控一线工作人员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8 月 13
日 ，区委书记张建党 、区长王献超带
队到区档案馆综合楼疫情防控指挥

部、区疾控中心、区公安局、羲皇故都
站高速出口等处看望慰问疫情防控

一线工作人员，对广大抗疫一线人员
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 。 区领导胡东
河、苏中林、马自成、邹松、朱希炎、王
乾辉参加慰问。

在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张建党详
细了解疫情防控工作开展情况 ，对
进一步做好核酸检测 、 社区防控等
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他强调，当前疫
情防控正处在关键时期 ， 要坚持科
学精准防控 ，全力以赴 、连续作战 ，
继续以最坚决 、最果断 、最严格 、最
全面 、最彻底的防控措施 ，抓紧抓实
疫情防控工作。

在区公安局 ， 张建党看望慰问

了数据核查专班 、 情报指挥中心的
工作人员 ， 向坚守岗位的专班人员
表示感谢 ， 勉励他们继续发挥大数
据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的引擎作

用 ，勉励大家继续发扬特别能吃苦 、
特别能战斗的优良作风 ，再接再厉 ，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在羲皇故都高速出口疫情防控

卡点 ， 张建党看望慰问了坚守岗位
的公安民警 、 医护人员和路政管理
人员 ， 认真听取疫情防控工作开展
情况汇报。 张建党强调，高速公路出
口卡点作为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
人员流动性大，要对过往车辆和旅客
严格细致检查 ， 把好疫情防控入口
关， 一旦发现问题， 及时汇报反馈。
最后 ， 张建党叮嘱大家一定要加强
自身安全防护 ，保证依法执勤 、安全
工作，更好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严督细查压实责任

筑牢疫情防控屏障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来大厅

办理业务的人员必须扫行程码、 健康
码，工作人员一定要按要求引导他们做
好信息登记，并做好发热人员的上报工
作， 为群众提供安全的办事环境。 ”近
日，淮阳区纪委监委第二督导组到移动
公司网点督导检查疫情防控工作，并对
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建议。

淮阳区纪委监委不等不靠， 主动
出击，切实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能，加
强“室组地”联动，统筹安排各监督检
查室 、各派驻机构 、各乡 （镇 、办 ）纪
（工） 委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对
中高风险地区返淮人员的排查登记、
核酸检测、人员集中隔离、新冠病毒疫
苗接种、 公共场所疫情防控等工作情
况开展专项监督检查， 全力保障全区
疫情防控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高速出入口、 入城卡口防控在防
范外来疫情输入中具有关键作用。“我
们在全区各个高速路口、 交通要道已
安排人员 24 小时轮班值守，公交车上
也配备了测温枪、消毒液、备用口罩等
物品，全面落实戴口罩、通风、消杀、扫
健康码、测体温等防控措施，坚决守护
好淮阳的各个出入口。”在商周高速淮
阳出入口，区公路局、区交通局值班人

员向前来督导的派驻区交通局纪检组

详细介绍了疫情防控落实情况。
村居（社区） 是疫情防控的最前

线，也是防控工作的“最后一米”。 “外
地返村人员你们是如何管理的？ ”淮
阳区纪委监委第六督导组来到朱集

乡朱楼村疫情防控卡点，详细了解中
高风险地区来淮返淮人员排查登记、
防疫知识宣传等措施落实情况，要求
各乡镇加大宣传力度，织密织牢乡村
疫情防控网 ， 及时做好群众思想工
作，引导群众自觉增强疫情防控和自
我保护意识，提醒群众遵守疫情防控
各项规定，号召群众不串门、不聚集，
非必要不离村 、非必要不返乡 ，守住
疫情来袭的“最后一米”。

“防护物资够不够使用？ 值班责
任有没有落实？”派驻区卫健委纪检组
到定点医院、卫生院、区疫情防控指挥
部查看疫情防控物资储备情况， 详细
了解医院各区域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

况。
截至目前， 淮阳区纪委监委已对

全区 18 个乡镇、467 个村 、12 个隔离
点， 及各区直单位和城区公共场所疫
情防控工作开展全方位督导检查，发
现并督促整改问题 26条。

全力修复水毁道路 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魏

兰荣 文/图） 7 月下旬以来，因受强降
雨影响，淮阳区干线公路路面、路肩边
坡、路树出现不同程度受灾。淮阳区公
路局迅速制订灾后修复方案， 组织力
量，出动机械和人员，及时修复路面病
害、填补边坡塌方、恢复安全设施，及
时抢修灾毁路段， 尽最大努力恢复公
路路况。

施工中， 区公路局每天出动养护
人员 100 余人、机械 20 余台，局长范
金万带领班子成员深入现场指导，主
管副局长史金力同一线养护职工一起

早出晚归，顶烈日、冒酷暑，辛勤奋战。
截至目前，经过大家共同努力，累计挖
补 G106、S207、G344 等干线公路路面
坑槽、网裂、沉陷近 2 万平方米；回填
S324、S216 等干线公路路肩塌方水毁
2.6 万多立方米，扶植冲倒树木 400 多
棵， 维修下水坡 100 余处， 投入资金
300 余万元， 全区水毁公路已基本修
复完成， 为过往行人车辆提供了安全
舒适的通行环境。

党员“疫”线筑堡垒 党旗飘扬显担当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疫情就

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面对当前疫
情防控严峻形势 ， 淮阳区各级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按照区委疫情防

控工作部署要求，冲锋在前、担当在
前，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
和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 鲜艳的
党旗高高飘扬在疫情防控一线 ，切
实筑牢淮阳区疫情防控的 “红色堡
垒”。

8 月 8 日，淮阳区委组织部印发
《关于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进一步发
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通知 》，并向全
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发出

倡议书， 号召全区各级党组织始终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闻令
而动、快速响应，在战“疫”一线彰显
组织力量， 广大党员要主动担当作
为，用实际行动充分彰显“一个党员
就是一面旗帜”的光辉形象。

按照区委工作部署 ， 全区各级
党组织精密组织、迅速行动，组织发
挥党建引领作用 ， 全力构建防控网
格， 在疫情防控卡点成立党员突击
队和党员志愿服务队 289 个 ， 设置
志愿者布控点 425 个 ，广泛开展 “抗
击疫情 、党员先行 ”活动 ，设立临时
党支部 65 个 ,党员“先锋岗”或“示范
岗”70 个，引导群众理性开展常态化

科学防控，形成群防群控合力 ，在疫
情防控一线锤炼锻造党员干部的组

织能力和治理能力 ， 切实将防控措
施抓细落实。

广大党员积极响应党组织号

召，闻声而动，主动请缨，冲锋在前，
各村 (社区 )成立党员志愿服务队，在
主要路段设卡，24 小时值守监测，全
面做好防疫宣传、人员摸排、查验两
码 、体温测量 、信息登记等工作 ，对
住户进行逐户排查登记 ， 逐户摸排
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和有中高风险

地区旅居史的返乡人员、来淮人员 ，
准确掌握返乡人员基本情况 ， 建立
详细台账，确保不漏户、不漏人。

党员志愿服务队在主要通道设

置卡点，对来往行人、过往车辆查验
行程码 、健康码 、测体温 ，现场处置
检测异常人员 ， 始终做到一个党员
就是一面旗帜 、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
堡垒。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 、 一个
支部就是一座堡垒，当前，淮阳区广
大党员干部在疫情防控卡点 24 小
时轮流值守 ，不分昼夜 、冲锋在前 ，
在疫情防控一线充分发挥先锋模范

作用， 展现了淮阳区党员干部的责
任担当， 形成了齐心协力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的强大合力 ， 构筑起群
防群控抵御疫情的严密防线。

刘振屯抗疫一线

绽放美丽“志愿红”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为了保护

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连日来，刘振屯
乡党委及时召开疫情防控推进会 ，安
排疫情防控工作，乡团委迅速响应号
召，积极落实“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
是责任 ”要求 ，及时组织辖区广大青
年志愿者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中。

8 月 9 日下午，数十名青年志愿者
主动响应号召，在乡政府、各村委会的
统一安排、有序组织下，全力协助开展
数据核查、卡点值守，充实了各行政村
工作力量， 大大提升了疫情防控工作
效率。

青春无畏，志愿先行。 不少志愿者
表达了强烈的奉献意愿和对家乡的深

厚感情， 他们纷纷表示：“我们无法像
医务工作者一样奔赴一线， 但是排查
疫情、 提醒群众做好防护措施也是一
种责任。 作为一名大学生，我应该投身
疫情防控工作中来。 ”

截至目前，该乡已有 60 余名青年
志愿者参与到疫情防控工作中。 在炎
炎烈日之下，他们不辞辛苦地进行宣
传引导、卡点执勤、排查信息、防疫消
毒等工作，以主人翁的精神状态投身
刘振屯乡疫情防控工作，成为疫情防
控的“得力助手”，有效缓解了乡政府
的疫情防控压力。 他们用实际行动诠
释了 “强国有我 ”“防疫有我 ”的使命
担当 ， 彰显了当代大学生的家国情
怀，用实际行动筑起防疫的青春长城，
为家乡疫情防控工作贡献自己的一份

力量。

强化防控举措 筑牢疫情防线

白楼镇大徐村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文/图）
“大娘，我给您测下体温。 ”在淮阳区
白楼镇大徐村疫情防控卡点， 党员
干部及志愿者有为进出村民测量体

温的、有扫码登记的、有为车辆消毒
的， 大家都在认真细致地为疫情防
控工作而忙碌（如图）。

面对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 ，大
徐村党员干部及志愿者毫不犹豫、
挺身而出，守护在村疫情防控卡点，
为全体村民构筑起一道坚固的生命

防线。
“农村是疫情防控的最薄弱也

是最后一道防线，俺家在这儿，我在
疫情防控卡点所做的一切， 其实就

是守护村里父老乡亲的平安与健

康。 ”大徐村党支部书记徐伟很朴实
的一句话， 正是党员责任和担当的
体现。

大徐村委员会紧扣疫情防控

要求 ，严格按照镇党委 、镇政府部
署要求 ， 带领全村党员干部冲在
前 ， 全力以赴投入到疫情防控工
作中 。 村两委每天对村疫情防控
工作进行监督 、检查 ，对进村人员
进行全面排查 ， 安排专人严格做
好消杀工作 ， 每天至少两次对全
村公共区域和公共物品进行消

毒 。 进村人员严格执行 “扫码 （登
记）＋测量体温＋佩戴口罩” 管控模

式， 严防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返村 ，
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预防，确保疫
情防控工作落到实处，最大程度保
障村民的健康安全。

连日来，村广播、宣传车 、小喇
叭、 村微信群等不间断宣传防疫知
识，提醒村民切实做好个人防护。在
村内悬挂宣传条幅， 普及相关知识
和防控措施。村干部、党员带头逐户
宣传、讲解消毒方法、注意事项等，
做到宣传到位、措施到位，切实增强
村民防疫意识和自身防护能力，真
正把疫情防控工作落到实处， 他们
用每一分每一秒的坚守， 筑起一道
坚固平安的防线。

雷德讲：寒门骄子 厚积薄发
记者 侯俊豫

2021 年河南普通高校招生录取
工作正有条不紊地进行，淮阳学子喜
报频传：其中，淮阳中学文科考生雷
德讲以 675分的成绩位居全省前十，
已被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院录取。

“出身无法选择，但人生的道路
可以选择。 ”雷德讲兄弟两个，父母
身体不好，家庭经济困难，但家里仍
节衣缩食供养兄弟俩读书。 雷德讲
心怀感恩，以顽强的意志，积极汲取
知识，用勤奋与坚持，一步一个脚印，
厚积薄发，努力收获想要的人生。

雷德讲打小就知道学习机会来

之不易，因此格外卖劲。 小学四五年
级假期，雷德讲在家经常看诗词电视
大赛， 看到选手张口就来优美诗词，
他深深地被其才华所折服， 也学到
很多优美的诗句。 上初中期间，他不
仅背诵了必修课的古诗词，连略读诗
词课文都一字不落地背完。上高中期
间，他抽空在校门口的书摊上，选购
了唐诗、宋词等鉴赏读本，利用空闲
时间背诵了一些名诗名句。正是长时
间的努力、沉淀、积累，他在写作文需
要引用诗词时信手拈来，以至于在学
校举办的第二届诗词大会上，雷德讲

脱颖而出，获得第二名的好成绩。 今
年高考，他的语文有关古诗词的部分
一分未失，作文也拿到了 49分的好成
绩。 用他的话讲，这些好成绩的取得，
都源于他钟情古诗词的缘故。

“虽然成绩很优秀， 但他非常谦
逊、乐于助人，不像有的学生成绩好
会变得不合群。 ”雷德讲的班主任赵
海伟说， 遇到同学求教学习难题，雷
德讲总是不厌其烦地讲解，直到同学
弄明白为止，从没有因同学问问题耽
搁自己学习而埋怨过。

谈及自己的 “学习经”， 雷德讲
说， 首先要把老师安排的学习任务做
好，其次就是合理安排学习时间，分清
轻重缓急和主次关系， 让学习变得更
高效。 同时，同学好友的激励，也给了
他很大的学习动力和信心。“我平时按
照学校要求的作息时间学习生活，没
有晚上熬夜学习的习惯，有效利用白
天正常的学习时间就够了。 ”

“他在课堂上的学习状态非常
好， 我能从他专注的眼神里看出来，
他总是能跟着老师的教学思路、节奏
听课。 ”雷德讲的话在赵海伟那里也
得到了充分印证。

百姓故事 感动百姓

“自立自强 青春向党”演讲大赛
淮中教师刘华东荣获二等奖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朱东一）

近日 ，由中国科协主办的 “自立自强
青春向党”青年演讲大赛比赛结果公
布。 中国科技馆发展基金会农村中学
科技馆项目周口淮阳中学负责老师

刘华东荣获全国二等奖，他也是河南
省唯一获得此项荣誉的获奖者。

刘华东的演讲以“百年风华 青春
向党”为主题，以守初心、担使命、作贡
献为主线，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汲取淮
阳中学红色力量， 重点讲述自己传播
科技的奋斗故事， 展现新时代基层科
普人的青春风采。

中国科协主办的 “自立自强 青

春向党” 青年演讲大赛自 5 月 27 日
启动以来， 全国学会、 省级科协、中
国科协机关和直属单位积极参与，共
有两千余名选手参赛。 经层层选拔，
750名选手进入初赛；经专家评审，110
名选手进入复赛。复赛于 7月 19日在
京举行， 分为科研攻关和科学家精神
组， 人民健康和生态环保组， 科学普
及、脱贫攻坚和服务凝聚组 3 组进行。
经过激烈角逐和评审现场合议，共评
出一等奖 10 名 、二等奖 32 名 、三等
奖 68 名。

众志成城 筑牢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