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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本报讯 （记者 高洪驰）5 月 12 日，
市委常委、统战部长赵锡昌主持召开沈
丘县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置联合指挥

部会议，分析研判疫情防控形势，安排
部署下一步疫情防控工作。 副市长、市
公安局局长张元明出席会议。

赵锡昌指出，沈丘本轮疫情防控虽
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仍然存在不容
忽视的风险隐患。 要毫不动摇坚持“动
态清零”总方针，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坚
决巩固住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加
快重点地区核酸检测筛查速度，深入开
展流调排查，从严从紧从实从细严格落
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坚决打赢疫情防
控的人民战争。

赵锡昌强调，要充分认识奥密克戎
毒株传播速度快、 隐蔽性强的特点，不
断强化全社会防控责任，严格落实“四
早”“四集中”要求，充分发动群众、依靠

群众，做到疫情防控人人有责、人人担
责、人人尽责。 要建立健全常态化疫情
防控机制，确保疫情防控工作专班随时
启动。要通过研究制定全员核酸检测工
作机制，充分发挥哨点作用，加强流调
协查， 引导群众自觉养成做核酸检测
习惯，做到早发现、早处置。 要在全域
范围内合理布局、 配足配好核酸采样
点，推进常态化核酸检测。 要加大常态
化宣传力度，创新宣传方式，以群众喜
闻乐见的方式深入开展疫情防控宣

传， 真正让大家认识到疫情防控的重
要性，形成“人人参与防控、人人宣传防
控”的浓厚氛围。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各级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扛牢主体

责任，切实把分管领域工作落实落细落
到位，尽快捞干捞净风险人员，实现社
会面和隔离点“双清零”，全力扑灭此轮
疫情。 ②5

周口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公开征集
残疾人保障“一法一办法”执法检查意见、建议的公告
���根据周口市人大常委会 2022 年工

作安排，周口市人大常委会将于 5 月至
8 月对全市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残疾人保障法》和《河南省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简称残
疾人保障“一法一办法”）情况进行执法
检查。 本次执法检查拟紧扣法律规定、
突出法律责任，逐条对照检查法定职责
是否履行、法律责任是否落实、法律执
行效果是否明显，全面了解残疾人保障
“一法一办法”贯彻执行情况。

为提高监督工作透明度，保障人民
群众知情权，增强执法检查针对性和实

效性，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我市残疾人
保障“一法一办法”贯彻实施中存在的
问题、改进的措施等意见和建议，欢迎
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通过来电、来信等
方式踊跃参与。

收集意见、 建议截止日期为 2022
年 8 月 10日。有关意见、建议请反馈至
周口市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综合科 。
（ 电 话 ：0394 -8310089； 邮 箱 ：
ggfgw662@163.com）

周口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12 日

西华县农机中心：
强服务 保畅通 备三夏

������5 月 13 上午， 西华县农机中心大
院内，农机手培训、新农机入户等业务
正在有序进行。

三夏将至， 西华县农机中心按照
县委、县政府安排，在严格落实疫情防
控政策的前提下，深入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活动，畅通保供渠道，逐步复
工复产，引导各农机经营、维修和农机
手培训等部门有序恢复日常业务 ，积
极备战三夏生产， 以高质量农机化作
业，促进全县小麦丰产丰收。

记者 张猛 摄

全力以赴将征兵工作抓细抓实
������本报讯（记者 陈永团）5 月 12 日下
午， 周口市召开 2022 年上半年征兵总
结会暨下半年征兵宣传部署会。周口军
分区司令员汤维政出席会议并讲话 ，
市、县征兵办公室相关成员以视频形式
参加会议。

会议全面总结讲评了我市上半年征

兵工作，5个单位进行了经验介绍， 通报
了各单位征集任务完成情况， 在肯定取
得成绩的同时，指出了问题和不足，分析
了下半年征兵工作面临的形势和困难，对
下半年征兵宣传、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征
集、廉洁征兵等工作进行重点部署。

汤维政强调， 要抓好宣传发动，深
入开展 “征兵宣传进校园”“征兵宣传
月”“征兵政策咨询周” 等宣传活动，提

升宣传效果。 要把大学生、大学毕业生
征集作为主攻方向，开辟“绿色通道”，
落实“四优先”政策，做到大学生随报随
检。 要全程坚持“五率”牵引，紧紧围绕
“五率”考评指标要求，突出应征报名、
体检政考、征集质量等关键环节，以钉
钉子精神抓好落实。

汤维政要求，各征兵办要强化责任
担当，突出工作重心，锁定目标任务，认
清形势和要求，严格按照时间节点细化
工作措施。 要把落实征集条件和标准
作为衡量征兵工作的“硬杠杠”，在宣传
发动上求“实”，在质量标准上求“严”，
在廉洁征兵上求“真”，全力以赴将征兵
工作抓细抓实，确保圆满完成年度征集
任务。 ②13

早发现动态清零 保障复工复学复产复市
������本报讯（记者 徐松）5 月 8 日至 13
日，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少青持续在
郸城县指导疫情防控工作。他实地走访
建筑工地、各级各类学校、封控管控区、
医学隔离点等重点区域，与省、市、县有
关专家和各防控专班定期研判，认真总
结经验 、提振信心 ，检视不足 、汲取教
训，要求建强“早发现、动态清零”两个
体系， 毫不松懈落实疫情防控举措，有
序保障复学、复工、复产、复市，奋力夺
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连日来， 王少青坚持一线调研指导
各项防控工作，坚持在一线发现问题并
解决问题，要求对教育 、工地 、封控区
等重点区域 ，用 “放大镜 ”观察发现蛛
丝马迹，逐条逐项逐人解决，排除风险
隐患。

王少青传达省、 市疫情防控指示

精神，要求建强“早发现”常态化核酸检
测体系和建强“动态清零”快速反应体
系， 从实战中总结经验， 建立以 30 至
50 户为单元的防控网格， 打造疫情防
控铁军。

王少青指出， 郸城县党政领导有
力、干部作风过硬、全县人民心齐，虽然
连续取得多项清零的好成绩，但不能有
丝毫懈怠，要以严之又严、细之又细的
举措防控特殊区域，保障封控区人员正
常生活和身体健康。

王少青强调，要充分认清疫情防控
形势的复杂性和严峻性，结合各行业特
点，通盘考虑、系统谋划、做好预案，有
序推进复学、复工、复产、复市。 加强专
班之间的协作，提高工作标准，提高工
作质量，提升工作能力，坚决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 ②18

������近几年， 我市中心城区的主要街
道、公共场所的宣传栏、大型户外广告
位及建筑工地围挡上出现了一批批

“讲文明树新风”“图说我们的价值观”
公益广告喷绘和景观小品， 而且内容
持续不断更新， 用浓郁的中华文化视
觉元素传达了 “中国梦”“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内涵。 笔者认为，被人们
喻为“一盏明灯”的公益广告 ，一直承
担着提升全社会文明素质的重要职

能， 它在给人们带来美观和享受的同

时，也能让人们从中受到教益和启发，
已经成为各地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重要阵地。
从功能方面上讲，公益广告传递引

领着社会文明， 映射出来的是城市气
质和品位，净化着城市的浮躁之气，具
有传播功能、价值导向和教化功能、引
领功能；从实践方面来看，公益广告在
改变人们的道德观念、 思想方法及人
生观、价值观和利益观的同时，还可以
提升一个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水平 ，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一个地

方、群众心中开花结果、落地生根。 因
此， 我们要充分并灵活运用公益广告

这一有效载体， 大力宣传优秀传统文
化和城市文明， 快速推进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进家入户、入脑入心。

从某种意义上说，公益广告是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种行

之有效的宣传方式， 在加强思想道德
建设、培育社会文明新风尚、不断深化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及全面提高

公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过程中

发挥着积极且重要的作用， 如今已经
成为一个地方乃至全社会宣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阵地之一。 公益
广告作为向社会公众传播有益的社会

观念的一种传播活动， 正被越来越多

的受众所接受。
事实证明，一幅幅喜闻乐见的公益

广告就像一首有韵律的诗、一幅有意境
的画， 更像一曲浸润心灵的铿锵赞歌，
汇聚起向上向善正能量；一条条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例实措，
犹如春风化雨， 正悄然植根于这个城
市，并已经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潜移默
化地引领社会新风尚。 ②11

公益广告是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阵地
李瑞才

�

沙颍时评

������（上接第一版）
该县坚持网格化管理常抓不懈，推动

基层网格化管理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长效化，最终实现事后变事前、治标变治
本、被动变主动、管理变治理。始终坚持营
造学的氛围、严的氛围、干的氛围、实的氛

围、快的氛围，努力把网格化队伍打造成
一支温暖的团队、奔跑的团队、战斗的团
队，营造向上向善的道德生态、心齐气顺
的人文生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该县坚持“抓典型、典型抓”，用好“双
督双查双评”工作机制，加大督导检查力

度，对责任不落实、工作干不成事的，绝
不姑息、严肃问责。 坚持“一月一总结，一
季一考核，三季一奖惩”，对连续被评为优
秀先进等次的网格工作人员，落实“五个
优先”待遇；对连续 3 次被评为全县先进
的网格指导员， 按照组织程序优先晋升

职级，提拔重用；对履职情况较差的网格
工作人员，实行召回机制。

沈丘县人员下沉和网格化管理能力

的不断深化， 助推了基层治理能力的不
断跃升， 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③3

全市纪检监察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 （记者 黄佳）5 月 13 日下
午，全市纪检监察工作会议召开。 会议
传达了市委书记张建慧在市纪委监委

机关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安排部署贯彻
落实工作。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
委主任张桂英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今年市委提出要大力实
施“十大战略”三年行动计划，确保高质
量建设现代化周口、确保高水平实现现
代化周口。 纪检监察机关要心怀“国之
大者”“省之要者”“市之重者”，紧紧围绕
中心大局，坚守职责定位，找准监督保
障执行、 促进完善发展的关键点和切入
点，紧扣实施“十大战略”三年行动计划，
推动“四责协同”，统筹衔接“四项监督”，
把监督触角延伸到各条战线、各个领域、
各个环节，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上主动作为，在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和健康发展环境上下真功夫，坚定不移
为全市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会议强调，全市纪检监察机关要突

出关键重点，在汇聚清风正气上精准发
力。 坚持系统施治、标本兼治，推动“三
不”同向发力、效应叠加，抓牢监督执纪
问责，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有机结
合，深化专项治理，坚定不移推进清廉
周口建设。

会议要求， 要在强化自身建设、锻
造纪检监察铁军上精准发力。纪检监察
队伍怎么样、战斗力如何，是关系到全
面从严治党、 加强党的建设的大事，是
关系到服务保障周口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的要事。全市纪检监察队伍要以过
硬的自身建设推动责任落实，坚定捍卫
“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
保党中央和省委、 市委决策部署不悬
空、真落实，全面提升纪检监察队伍的
斗争能力 、善战本领 ，在锚定 “两个确
保”、实施“十大战略”三年行动计划中，
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
作用，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以优异
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②18

（2022年 5月 13日政协周口市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政协周口市第四届委员会增补委员名单

����（按姓氏笔画为序，共 13 名）：万新胜 王汝凌 王建党 刘 记 任 哲 张 凯 李广肃 杨雪芹（女） 庞艳杰（女） 岳新坦 娄二朋

侯自峰 黄 河

政协周口市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同意接受王志法等 2名同志辞去市政协常务委员职务的决定
（2022年 5月 13日政协周口市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政协周口市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定：同意接受政协周口市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王志法、徐克伟等 2名同志辞去常务委员职务的请求。
上述决定报政协周口市第四届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备案。

政协周口市第四届委员会专门委员会主任任免名单
（2022年 5月 13日政协周口市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万新胜同志任市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
徐克伟同志不再担任市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职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周口市第四届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大会秘书长名单

������程维峥

（2022年 5月 13日政协周口市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周口市第四届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大会副秘书长名单
（2022年 5月 13日政协周口市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启辉 卢海洋 朱化礼 刘怀华 李向宏(女) 何新敏 张洪刚 侯 磊 胡国胜 凌全贞 郭志刚 耿党恩

关于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周口市第四届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的决定
（2022年 5月 13日政协周口市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周口市
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

七次会议决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周口市第四届委员会第七次

会议于 2022 年 5 月 19 日 至 21 日

在周口召开 。 建议会议的议程为 ：
听取和学习市委书记张建慧同志

讲话 ；听取并审议政协周口市第四
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听
取并审议政协周口市委员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政协四届五次会议以来提

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 列席周口市第
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 ，听
取并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有关

报告 ；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 ；审议

通过政协周口市委员会提案委员

会关于政协四届七次会议提案审

查情况的报告 ；审议通过政协周口
市第四届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的各项

决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