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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真心感谢党和政府"

拖了
%

年没有解决的问题" 信访工

作人员用了一周的时间就帮俺解

决了# $近日"县煤炭公司退休职工

董树生见到笔者激动地说# 董树生

因工资问题多次赴省%市上访# 为

彻底解开他的思想疙瘩"县信访局

领导亲自陪同他到省人社厅咨询

相关政策" 最终使他心服口服%息

诉罢访# 这是该县自
/

月份以来开

展!四访两解$活动中的一个缩影#

自今年
/

月份以来"商水县加

大信访工作力度"在全县范围内深

入开展以!领导干部接访约访解积

案"干部下访走访解民忧 $为主题

的 !四访两解 $活动 "通过上下联

动%重心下移"构筑信访绿色通道"

就地解决信访事项"一批信访积案

得到圆满解决#

约访现场解民难# 为解决群众

的信访诉求" 商水县人民群众来访

接待中心按照县主要领导轮流接访

约访及相关部门陪访制度" 县四大

班子每月集中约访
-

天" 根据各自

分工集中解决一批疑难复杂信访问

题#同时"在乡镇建立了群众工作站

和村级群众工作室#今年以来"全县

领导干部已接访约访
%./

批
#$"

人"集中化解疑难信访案件
#$

件#

下访一线赢民心# 自
/

月份以

来"该县抽调
-.45

名下访工作队员

组成
."

个工作队"每个行政村
.

名

驻村队员"开展了以!三进两同一服

务$&干部进村组%进农户%进田间地

头" 与群众同吃一锅饭% 同住在村

里"为群众提供零距离服务'为主要

内容"围绕预防新矛盾产生%化解不

稳定因素%夯实基层基础%落实稳控

措施等工作重点"开展下访%走访和

回访活动"掌握社情民意"及时排查

化解不稳定因素和信访苗头隐患"

帮助所驻村建立村民议事和矛盾纠

纷民调组织" 及时就近解决群众的

信访诉求"为群众排忧解难# 目前"

全县机关干部下访走访
/

万多人

次"成功化解农村信访及热点%难点

问题
$6/#

个"为特困户%贫困户捐

款捐物
$5

余万元#

强化监督求实效# 在 !四访两

解$活动中"抽调县纪委%政法%信访

等工作人员组成督查组" 开展信访

稳定工作专项督查#同时"落实!一岗

双责$制度"对群众信访问题化解不

及时的分别对责任单位党政正职给

予诫勉谈话或降免职处理" 并取消

单位和个人一切评优评先资格# 自

活动开展以来"一大批!信访积案$得

到有效化解" 实现了信访小事不出

村组%大事不出县乡"确保了信访问

题及时就近解决# !魏红 刘飞"

创新工作机制 构筑绿色通道

商水县!四访两解"促和谐我市举行中原红盾!双整治"行动集中宣传日活动
本报讯 &记者 宋馨'

#

月
./

日"我市在五一广场举行中原红盾

!双整治$&即整治流通环节食品非

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行为%利

用合同格式条款侵害消费者合法

权益行为' 行动集中宣传日活动#

省工商局副局长赵中祥%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解冰山% 副市长张广

东% 市政协副主席姚建华参加活

动#

张广东指出"今年以来"我市

工商部门连出重拳"相继开展!五

个周边$ 市场整治活动%!双反$行

动%中原红盾!双整治$行动等"对

净化市场经营环境% 维护市场秩

序%确保食品消费安全%维护消费

者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非常重

要的作用# 他要求"工商部门要认

识中原红盾!双整治$行动的重要

意义" 突出食品安全集中整治效

果(要积极发挥职能作用"以整治

利用合同格式条款侵害消费者合

法权益的行为为契机"查处和严惩

格式合同霸王条款等违法违规行

为# 同时"他也希望各类公共企业

的负责人要带头遵守食品安全和

合同法律法规"积极配合工商部门

的监督和检查" 自觉强化行业自

律"树立诚信经营理念"坚持做依

法%诚信经营的楷模#

#

月
./

日 #太

康县马厂镇马庄村

村民正在晾晒堆积

如山的玉米 $ 据了

解#太康县委%县政

府强化科技种田技

术推广 # 搞好秋田

中后期管理 # 确保

了全县秋粮丰产丰

收$

&记者 刘俊涛 摄'

西华县!留守老人不留守 留守儿童有娘亲
本报讯 !中秋节快要到了"今

年能和孩子%老人一起吃月饼%过中

秋"真好呀)$昨日上午"西华县大王

庄乡大王庄村妇女谢阳晓高兴地

说# 这话说出了千百个外出打工又

返乡在家门口就业妇女的心声#

近年来"该县大量农村妇女外

出打工"导致大批的!留守儿童$%

!空巢老人$缺少关爱#西华县妇联

积极创新工作方法" 主动牵线搭

桥"悉心为妇女姐妹家门口就业提

供全方位服务"实现妇女家门口挣

钱%顾家两不误# 县妇联与企业联

合"把车间办到乡村#短短半年"以

凯鸿鞋业为代表的各类企业乡村

车间如雨后春笋" 迅速发展到
.5

多个"县妇联就动员农村妇女前去

报名# 她们每月都能拿到
-555

元

左右的工资"到车间前来打工的妇

女达
655

多人#

同时"县妇联积极引导外出务

工妇女回乡就业" 动员
.-

个乡镇

妇联组织为全县
$

万多名在外女

工建立信息档案" 加强信息联络"

让她们回到家门口就业#她们还积

极引导返乡女工带头参与本村的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让她们尽快过

上小康生活#

#

月
."

日上午"在大

王庄乡生产车间"

-"5

名工人正在

熟练地工作着" 她们多是
%5

岁到

"5

岁之间的附近村庄的妇女# 大

王庄乡大王庄村的朱翠平"

$.

岁"

原在广东清溪打工" 月工资
.555

元左右"因家有老人"孩子需要照

顾"去年
6

月"县妇联动员她回到

西华县凯鸿鞋业"现在每天上班八

小时"月收入
.$55

元左右"八小时

以外还可以照顾家# 像朱翠平一

样"大王庄乡就有
-55

多名妇女返

乡到这里上班#

据统计"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

该县妇联先后动员
/555

余名外出

打工妇女返乡"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或创业" 使一大批留守老人不留

守%留守儿童有娘亲#

7

彭向丽
8

周营乡#小秸秆成了大!宝贝"

本报讯 近日"沈丘县周营乡采

取!吃干榨净$小秸秆的办法"让群

众实现秸秆再利用"有效禁止了往

年秋收!狼烟$四起的现象发生 #

秋收一开始" 该乡组织投入

$4

余台收打玉米农机" 投入秋收

会战" 实现机收面积
-'.

万亩"占

全乡玉米播种面积的
/49

以上#该

乡一方面引导群众秸秆还田"另一

方面鼓励群众发展食草型畜牧业%

食用菌栽培生产等相关产业#乡里

先后免费举办秸秆青贮% 氨化%食

用菌栽培等方面的技术培训班
$.

期"受益群众
./55

余人#周营行政

村农民李子敬瞅准了小秸秆 !潜

伏$的经济效益"创办一个肉牛饲

养场# 他利用青贮%氨化后的小麦

秸%玉米秸喂养肉牛
.!

头"年纯收

入在
-5

万元左右#

据了解"目前该乡存栏的槐山

羊% 波尔山羊和肉

牛每年消化相当数

量的庄稼秸秆 "年

均!过腹$转化增值

达
-555

余万元# 秸

秆这一资源成了众

多农户% 商户争抢

的大!宝贝$#

!谢辛凌"

服务"三秋#生产 维护粮食安全

张店镇财政所阳光财政提升群众满意度
本报讯 鹿邑县张店镇财政

所坚持以人为本" 强化财政资金

支出管理" 提升群众对财政支出

的满意度" 在财政经费紧张的情

况下确保了全镇各项工作的正常

运转#

张店镇财政所在财政支出

中做到账目清晰 % 规范有序 %

阳光透明 " 按财政制度办事 "

日清月结 # 该所把涉农资金 %

粮食直补 !一卡通 $ % 农村低

保 % 五保资金 % 办公经费等列

入公示内容" 确保工作有人抓 %

有人管 " 分工明确 " 确保惠民

政策不折不扣落实到农户 " 从

而形成齐抓共管的财政公开透

明支出体系 # 在财政所院内设

立了惠农政策宣传栏 " 开通了

便民服务电话 " 设立了惠农咨

询台 " 健全了财政支出各项规

章制度 # 该所对群众关心关注

的粮食补贴资金 % 农村低保 %

五保供养资金 % 救灾资金 % 村

级办公经费 % 教育资金的管理

与发放做到专人管理 % 专人发

放" 并公示上墙 " 让群众监督 "

确保了群众满意 % 社会稳定 %

经济发展# !何心灵 张力"

邱集乡前尹王行政村驻村工作有声有色
本报讯&记者马四新'驻村工

作开展以来" 鹿邑县邱集乡前尹

王行政村第一书记古伟带领支部

一班人"理出了一条!巩固原有基

础" 加快结构调整" 强力改善民

生"壮大村民经济$的发展思路 #

两个月来" 从做实事% 抓民生入

手"引领村民走上发展新路子#

积极协调 "修建公路 # 前尹

王村西的 南 北 路 是 该 村 连 接

$--

国道和
.-5

线的要道 " 因年

久失修"毁坏严重 # 驻村工作开

展后"村支部把此路的修建当做

要办的第一件大事"很快促进了

项目实施 "

!

月初顺利施工 # 该

路投入资金
.".

万元 "目前水泥

稳定碎石已经铺设完毕#

正确引导"发展养殖# 养殖业

是该村的主要经济项目" 原有
-%5

多家养殖户"但因技术%市场%资金

等因素大部分已停养# 驻村以来"

古伟带领支部书记王进军等人"逐

户调查摸底"询问市场行情"帮他

们调整思路%树立信心"协调有关

问题"帮助他们加快发展# 目前新

建养殖场
/

家"总投资
-.5

多万元"

建成后户均年收入可达
!

万元#

建设阵地"改善条件# 该村现

在村室严重老化已成危房# 村支

部通过召开班子会% 党员和村民

代表会"一致同意搬迁改建# 村第

一书记古伟率先垫支
-5555

元启

动资金# 目前正在整理地基和铺

设路边管道"

-5

月底前竣工#

本报讯 &记者王艳'近年来"

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坚

持 !保护为主 %抢救第一 %合理利

用%传承发展$的方针"从全市非遗

保护实际出发"使得我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简称!非遗$'大放异彩#今

年
#

月中旬"在省文化厅刚刚公布

的!非遗$成绩单中"我市!非遗$获

得大丰收#

截至目前"我市现有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

项%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

项% 市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

项" 已建立了

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保护体系#

在省文化厅公布的
-5

个第二

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

保护示范基地名单中"我市淮阳古

艺泥泥狗有限公司 &淮阳泥泥狗'%

鹿邑县金日食用油有限公司
7

朱氏

石磨香油制作技艺
8

成功入选# 据

悉"这是继我市项城汝阳刘笔业有

限公司&汝阳刘笔制作技艺'被列入

第一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生

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之后"我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工作取得的又一硕果#

经各地推荐和专家评审"省文

化厅评选出的
#

个第三批河南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我市沈丘

县申段庄两仪拳传习所&简称!两

仪拳$'榜上有名#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习所是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为主体"开展授

徒传艺%教学培训等传承活动的重

要场所"在培养后继人才%促进非

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方面发挥

着积极作用#

今年
"

月" 省文化厅开展了

!第三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社

会传承基地$评选活动# 我市鹿邑

县老君台小学名列其中#非物质文

化遗产社会传承基地的命名"在拓

宽群众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的渠道"鼓励社会组织积极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的社会影响"提高公众文

化自觉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

作用#

我市!非遗"保护工作捷报频传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