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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经验拓展成果 提升能力转变作风
太康县召开“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总结会议

������本报讯 （记者 张洪涛 通讯员

郭留艺） 9月 29日下午， 太康县召
开 “能力作风建设年 ”活动总结会
议，认真总结“能力作风建设年”活
动经验做法， 进一步巩固拓展活动
成果， 激励全县广大党员干部持续
提升能力、 转变作风， 加快建设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新太康。市委常委、太康县
委书记皇甫立新出席会议并讲话。
县长张峰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能力作风建设年”
活动开展以来， 全县各级党组织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省、市
“能力作风建设年 ”活动动员部署

会、读书会、推进会精神，突出政治
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坚持“学
与干 ”并重 、“查与改 ”贯通 、“建与
治”结合，强化实的作风、提升干的
能力、力求好的成效。

会议强调，要学思践悟，总结提
升，认真汲取“能力作风建设年”活
动成功经验。要坚持政治引领、坚持
以上率下、坚持实践出真知、坚持人
民至上、坚持创新发展，在为群众办
实事、化解信访矛盾中转变作风，在
挂念群众安危冷暖、 解决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中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引
导党员干部提升能力、转变作风，为
实现更高质量、 更有效率、 更可持
续、更为安全的发展积极贡献力量。

会议强调，要立足常态，守正创
新，巩固拓展“能力作风建设年”活
动成果。要坚持不懈加强政治建设，
拥护“两个确立”，践行“两个维护”，
强化党的意识，胸怀“两个大局”，切
实做到党中央有决策、省委有部署、
市委有要求、太康率先见行动。要持
之以恒强化理论武装，坚持“第一议
题”制度，完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
制度， 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自觉加强
党性修养、端正作风的实际行动，转
化为爱岗敬业、 尽职尽责的精神动
力。要矢志不渝亲民为民惠民，坚持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
生工程，大力发展教育、医疗、康养

等民生事业， 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
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让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
充实。 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状态推
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党建“第一责
任”引领和保障发展“第一要务”。要
坚持底线思维， 从严从紧从细从实
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信访稳定、
“三零”创建、“六防六促”、扫黑除恶
等工作， 全力防范化解各种风险隐
患，坚决守住政治领域、疫情防控、
社会稳定、安全生产、金融风险“五
个底线”。 要驰而不息转变工作作
风，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长效，坚
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 树立正确用
人导向，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以项目建设引领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 张洪涛） 9 月 28
日上午，全省第六期“三个一批”项目
建设活动太康县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仪式在河南中亿织造项目建设现场

举行。 市委常委、太康县委书记皇甫
立新，县长张峰，县领导李海涛、张新
栋、邓昌锋、张凯、潘建甫、张大华、高
敬辞出席仪式。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

长邓昌锋主持仪式。
据悉，在此次活动中，太康县“签

约一批 ”项目共 2 个 ，分别是投资 5
亿元的太康县燃气直燃超低氮燃烧

器项目、投资 7.8 亿元的河南科创纺
织服装产业园项目。“开工一批”项目
共 9 个，总投资 16.5 亿元 ，年度计划
投资 9.6 亿元。 其中，战略性新兴产

业项目 2 个 ，总投资 5.6 亿元 ；先进
制造业项目 5 个 ， 总投资 7.6 亿元 ；
基础设施项目 2 个 ， 总投资 3.3 亿
元。

“此次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既是
落实省、市‘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的具
体举措， 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现实
需要。”在开工仪式上，张峰介绍，此次

集中开工项目投资体量大、 支撑作用
强、经济效益高，对激发太康经济发展
后劲、挖掘产业发展潜力、聚合发展新
动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他希望各
建设单位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 倒排
工期、挂图作战，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提高项目建设质量，力争项目早建成、
早投产、早达效。

一个偏远小村的美丽嬗变
记者 张洪涛

������一座座大棚紧相连、 一条条街
道平又宽、 一湾湾清水绕村边……
走进太康县芝麻洼乡东丁花行政

村晏城河自然村， 你会被这里秀美
的景色深深吸引。

晏城河自然村有 210 户 1200
口人，涡河、大堰沟、西三干渠在这
里交汇， 把整个村庄包围了起来。
该村处在鸡鸣听四县的偏僻位置，
村北不远处有两个界碑：一个是太
康、扶沟、通许界碑，一个是太康、通
许、杞县界碑。以前，这里基础薄弱、
粮食产量低、村民收入低，概括起来
就是穷。

穷则思变！ 村干部霍玉红是晏
城河自然村人， 她在东丁花行政村
党支部的带领下， 引导晏城河自然
村村民种植经济作物、 发展畜牧养
殖、打造乡村文化，带领村民走出了
一条幸福路， 让这个小村实现了美
丽嬗变。

走出去，双脚踏出致富路。晏城

河自然村虽然穷， 但是村里人重视
教育，是芝麻洼乡有名的大学生村。
自恢复高考以来， 该村仅本科生就
有 80多名， 这些人在致富的同时，
带动家乡发展。 该村在武汉、上海、
郑州等地创办公司的村民有十多

人，几年来，他们先后捐款20 多万
元， 用于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 此
外， 他们还招用村里的年轻人到自
己的公司务工， 让很多村民走上了
致富路。

建起来，开启增收新途径。近年
来， 晏城河自然村越来越多的劳动
力外出务工，每到农忙时节，庄稼收
种成了大问题，一些村民里外盘算，
觉得还是把土地转包出去更划算。

“如果村民自己转包，每亩地也
就三四百元， 有的干脆让亲戚邻居
种，啥也不要。 ”霍玉红下的第二步
棋就是流转土地。 2019 年，她向东
丁花行政村党支部书记王长俊提

议，把部分村民的土地流转过来，整

合在一起建蔬菜大棚， 一是解决外
出务工家庭土地闲置的问题， 二是
建好大棚， 可以把留守妇女等闲散
劳动力组织起来做点儿零活儿，增
加其家庭收入。

这个提议得到东丁花行政村党

支部的赞同。 东丁花行政村党支部
召开动员会，流转 200 亩土地，建日
光温室大棚，发展高效农业，种植大
棚西瓜 170 亩、 优质葡萄阳光玫瑰
30 亩。 2019 年，霍玉红带领村民赴
安徽考察，学习种桃技术，种植黄金
桃 300亩，产品除供应本地商超外，
还远销外地。 退伍军人王长青为支
持家乡发展， 返乡建起了肉牛养殖
场， 存栏 300 多头。 村里还有养羊
场，现存栏 200 多只。 本村乡贤、上
海火箭物流公司总经理王凡飞利用

本村河流多、河滩地多的优势，发展
柴鸡养殖，注册“涡河”牌商标，产品
直供上海、江苏等地。

深挖掘，打造文化新产业。晏城

河自然村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古
代这里水上交通便利， 是有名的码
头。 2020 年，晏城河自然村成功申
报河南省森林特色村。 村庄环境优
美， 吸引不少文人墨客前来采风写
作，是太康有名的诗歌创作基地。

晏城河自然村注重发展孝善文

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每年
开展 “好媳妇 ”“好婆婆 ”“好邻居 ”
“好致富能手”“好乡贤”评比活动。
该村60 多岁的村民王守良有理发
手艺， 他经常利用空闲时间免费为
村里的老人和小孩儿义务理发。 在
王守良的带领下，如今，该村的义务
理发队伍已发展到十多人。

谈到晏城河自然村今后的发

展， 霍玉红满怀信心地说：“我们将
充分发挥河流多、河滩地多、水资源
丰富的优势，扩大畜牧养殖规模，发
展特色农业，建设规模化采摘园、观
光游乐园， 争取实现产业兴旺村民
富、生态宜居乡村美。 ”

������今年以来，太康县转楼镇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美化乡村、教育后人，取得明显成效。图为日前，该镇大营子村的几个小朋友用心了解
文化墙上《六尺巷》的故事。 记者 张洪涛 摄

掀起创建省级文明县城热潮
������本报讯 （记者 张洪涛） 9 月 28
日， 太康县召开创建省级文明县城
工作推进会，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凝聚合力，确保实现创建目标。县长
张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当前，创建工作已到
最关键、最重要、最紧迫的时刻，全
县上下要拿出时不我待、 只争朝夕
的干劲， 背水一战、 破釜沉舟的决
心，加压奋进，全面掀起创建省级文
明县城热潮，用实际行动展示成果、
展示形象、展示作风、赢得胜利，确
保高标准通过复评验收。

会议强调 ，要明确目标 ，细化
分工，全面夯实创建省级文明县城
工作责任。 要聚焦重点，突出实效，

全面实现创建省级文明县城目标。
要深入宣传动员，充分发动广大干
部群众支持创建 、参与创建 、宣传
创建 ， 在全县上下营造出人人知
晓 、人人参与 、人人受益的良好创
建氛围。 要全面落实“十大提升”行
动， 对照具体要求和创建标准，认
真落实行动方案，加大人力、财力、
物力投入力度，不折不扣完成工作
任务，全面提升创建水平。 要进一
步强化督查问责， 积极落实“一日
一主题”督导巡查、“每三日一综合
考评 ”等常态化工作机制 ，通过常
态化调度、督查、测评等方式，压实
工作责任 ，推动创建工作直达 “神
经末梢”。

村党支部书记上“擂台”
秀出乡村振兴“真功夫”
������本报讯 （记者 张洪涛） 为充分
发挥村党支部书记在推进乡村振兴

中的“头雁”作用，进一步提升村党
支部书记的服务能力， 营造比学赶
超的干事氛围 ，9 月 23 日 ，太康县
马头镇举行第一期村党支部书记

“擂台比武 ”秀出 “真功夫 ”演讲比
赛。

比赛现场，参赛选手紧紧围绕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五星”支部创建等重
点工作 ，立足本村实际情况 ，以党
建引领乡村振兴为主题进行演讲，
通过晒经验 、比成绩 ，碰撞出思想
火花。

此次比赛为基层干部树立了标

杆、搭建了相互交流学习的平台，让
他们在“比武”中找差距、在相互交
流中学经验，形成了比学赶超的生
动局面，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干事
创业热情。他们纷纷表示将以此次
比赛为契机，补短板、强弱项、抓提
升，奋力谱写马头镇乡村振兴新篇
章。

“此次比赛激发了村党支部书
记的工作干劲，营造了比学赶超的
浓厚氛围。下一步，我们将一如既往
地做好基层党建工作， 以实际行动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马头镇
相关负责人说。

喜迎二十大 送戏进乡村
������本报讯 （记者 张洪涛） 为进
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丰
富农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在
充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

下，10 月 1 日 ，太康县老冢镇联合
河南省越调剧团开展送戏下乡活

动 ， 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
“文化大餐”。

当日，在该镇港李行政村文化
广场，伴随着铿锵的锣鼓声，《李天

宝娶亲》《白奶奶醉酒》等剧目轮番
上演。 演员们悠扬婉转的唱腔、惟
妙惟肖的表演，为观众奉献了一场
精彩的 “视听盛宴 ”，现场喝彩声 、
鼓掌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

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群众的

精神文化生活，还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创造了良
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受到群众一致
好评。

防疫生产两不误 志愿服务助秋收
������本报讯 （记者 张洪涛） 为确保
粮食生产和疫情防控两不误，近日，
太康县清集镇党委、镇政府成立“三
秋”志愿帮扶队，开展结对帮扶助秋
收工作。

9 月 24 日，在清集镇晨龙粮食
收购点，清集村村民李明祥拿着刚
到手的 12000 元钱，脸上乐开了花。
李明祥家今年种了 10 亩地的玉
米，他的两个儿子在外务工 ，原本
准备收割玉米时回来。 网格员前期
摸排在外务工人员信息时了解到

这一情况，及时与李明祥的两个儿
子联系，告诉他们家里的玉米有志
愿者帮忙收割，让他们安心在外工
作。

“我们通过入户排查，建立在外
务工人员台账，通过打一个电话、发

一条信息等方式， 向在外务工人员
讲解家乡的疫情防控政策， 劝导他
们非必要不返乡， 告诉他们家里有
什么事情，志愿者可以帮忙办理。 ”
清集村网格员王华丽说。

为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最大限度降低疫情输入风险， 清集
镇党委、 镇政府根据常态化疫情防
控工作要求， 提前谋划， 积极开展
“爱家乡 护亲人 保安全 作贡献”活
动，组织村干部、网格员、志愿者对
各村因疫情未返乡人员、 老弱病残
户和困难户等进行排查， 及时帮助
群众收割秋作物。

据统计，今年“三秋”期间，清集
镇共成立志愿帮扶队 36 支，截至目
前 ， 已帮助 220 户群众收割玉米
1400亩。

������由周口市文联及太康县委、县政府、县政协、县委宣传部主办，周口
市摄影家协会、太康县文联承办的“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时代”太康县优
秀摄影作品展于 9月 30日上午在县人民广场隆重举行。图为群众在展
览现场观看摄影作品。

记者 张洪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