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项城市官会镇有一所港资学

校!!!香港昌福学校" 该校多年来

接收#资助贫困儿童#孤儿多达
!""

余名$

#

月
$%

日 " 走进香港昌福学

校"记者发现"百余平方米大的学校

餐厅被装扮一新"%牵手孤儿" 共度

中秋&团圆会正在此举行!如上图"'

来自该校的
!&

名孤儿和他们的爷

爷奶奶们坐在一起" 聊家常" 话中

秋' 中午时分"瓜子#月饼一一端了

上来" 孩子们捧起瓜子送到奶奶手

里"拿起月饼往爷爷嘴里送'表演开

始了"一首首感恩的歌曲"让在座的

爷爷奶奶们泪眼滂沱'表演结束后"

孩子们和爷爷奶奶们坐在一起吃了

一顿特殊的中秋团圆宴'

释恒彪"俗名马刚"少林寺弟子"

香港昌福学校董事长'

$&&'

年"释恒

彪回到家乡!!!项城市官会镇"投资

#(&

万元兴建一所学校'

$&&$

年"香

港昌福学校正式建成"成为周口市唯

一一所港资学校"有效解决当地政府

教育投入不足和农村孩子就学难的

问题' 学校创办
)"

年来" 一直秉承

%立足农村"心系慈善"造福社会"不

图回报&的宗旨"已累计资助贫困儿

童#孤儿#单亲家庭儿童
!""

余名"累

计资助善款达
*+"

多万元'

现在" 在香港昌福学校上学的

孤儿多达
!"

名'他们是一群苦难的

孩子"但在这里"学校不仅为他们免

去了所有的学费和生活费" 释恒彪

还承诺要资助他们上高中#读大学'

据释恒彪介绍"学校创办
*"

年

来" 每年都有大批贫困孩子和孤儿

来到学校" 他们都接收了' 释恒彪

说(%我是一名佛门弟子" 济善救贫

是我的责任" 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力

量去帮助他们' &

!"#$%&'()*+,-

此次#双十五$工程观摩评比%

是对今年以来项城市项目建设工作

的一次大盘点% 也是对年初经济工

作会&'两会( 工作目标落实情况的

一次大检阅% 更是对各级领导干部

和领导班子领导能力&工作作风&驾

驭水平的一次全方位展示和衡量)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还必

须冷静分析客观形势%正确看待项

目工作中的问题和压力%切实增强

工作的紧迫感) 一是项目进展仍然

不平衡* 二是项目落地难仍然存

在* 三是个别干部有麻痹松懈情

绪*四是发展压力持续增大)

面对压力% 我们要激发出动

力+焕发出活力&增强战斗力%从思

想上破除#两个千万(%在信心上强

化#两个千万(%从根源上铲除项目

定而未动&抓而不快的问题)

一是千万不能因 #纸上项目(

而沾沾自喜)时至今日%一些项目迟

迟未见开工%每次督查%只见纸上进

展%不见实质动工) 下一步%我们既

要盯项目的签约率%更要盯项目的

开工率%着重考核竣工投产率%围绕

#纸上项目(变#落地项目(%紧盯不

放%穷追不舍%绝不罢休)

二是千万不能因 #围墙项目(

而麻痹大意) 在当前土地指标越来

越紧张的情况下%必须加快盘活这

类 #围墙项目 (%变 #围墙项目 (为

#建设项目(*对确实没有能力建设

的% 坚决要将圈起的土地予以收

回)

三是千万不能在高压任务面前

畏难厌战) 大家既然在这个岗位上%

就要尽到发展的责任% 必须化压力

为动力%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锲而

不舍&持之以恒地推进项目建设%真

正体现自己的能力)

四是千万不能在激烈竞争面

前甘拜下风) 要适应激烈的竞争%

就必须运用智慧和发散思维&拓宽

思路&创新方式方法%努力寻求破

解难题的途径和办法)

希望项城市上下切实增强加

快发展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围绕各

个项目建设% 日夜奋战抓推进%只

争朝夕抓落实%努力推动项目建设

再上新台阶%以优异成绩向党的十

八大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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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光林*

#

月
,&

日"项城市委书记黄真伟+代市长

刘昌宇带领项城市四大班子领导

观摩%双十五&工程'通过现场观摩#

实名打分"评出工业项目先进单位

两家#落后单位两家"基础设施项

目先进单位两家#落后单位两家'

工业项目先进单位(

*-

上海六

合堂制药公司年产
.&&

吨水解胶

原项目,

,-

河南东星高新建材有限

公司防火合成木生产项目'

基础设施项目先进单位(

*-

天

安大道建设项目,

,-/,.(

省道大修

项目'

工业项目落后单位(

*-

河南恒

嘉科技纸业有限公司
*&&

万吨经纬

线纸生产项目,

,-

项城市华农粮油

有限公司粮油综合加工项目'

基础设施项目落后单位(

*-

项

城市驸马沟改造工程,

,-

项城市第

一人民医院新建项目'

通报希望各项目单位和分包

领导#责任人"以此次观摩评比为

契机"认真总结经验"按照会议要

求"切实落实%三个一&制度"抢天

夺时"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继续

发扬 %五加二&#%白加黑& 工作精

神"争取%双十五&工程如期完成'

项城市重点项目办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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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光林*

#

月
$'

日"项城市委

书记黄真伟到项城市信访局现场办公'他要求全市

信访干部要直面困难"坚定信心"全身心做好社会

稳定工作"为构建和谐项城贡献力量'

黄真伟说"当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机遇期"但

也会出现多种矛盾" 信访工作面临的任务仍然艰

巨'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这是全党#全国人民政治

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全面做好这一时期的信访稳定

工作"既是中央#省委和周口市委的要求"更是各级

各部门的政治责任'

黄真伟强调" 信访部门作为维护稳定的重要

部门"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

今后的工作中"项城市信访局要把解决问题作为减

少信访量的首要任务"切实把工作置身于构建和谐

社会中去思考"认真分析"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化

解矛盾'

黄真伟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思想"统一认识"坚

持换位思考"心中时刻装着群众"真正做到把信访

群众当家人#把群众来信当家书#把群众之事当家

事#把群众工作当家业"真正带着真情#真心#真意

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把解决群众合理诉

求的过程变成密切联系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的过

程"真正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问题解决在当地#把

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强化措施"限时办理"将工

作内容进行分解"明确责任领导#责任人#工作要求

和办理时限' 要强力督查督办"发挥总揽全局的作

用"教育信访干部强化信访的责任意识"扎实做好

信访案件的督查督导工作"及时反馈解决的进展情

况"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会上" 黄真伟对有关重大疑难信访问题进行

了详细了解"深入分析"并逐一作出批示"并明确了

责任领导#责任人和解决期限"要求每个问题都能

妥善解决'

本报讯 )记者 杨光林*

#

月
$.

日"项城市代市长刘昌宇深入到南顿#

郑郭#王明口#官会#丁集等检查督导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工作'

每到一处"刘昌宇都与各镇主要负责人进行座谈"听取他们关于安全

生产和社会发展的工作汇报" 并仔细查看各镇安全生产制度建设和安全

隐患排查落实情况" 详细询问当前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刘昌宇强

调"各镇要全面把握新形势"保持稳中求进#乘势而上的工作态势"在全力

抓好安全稳定的基础上"切实抓好当前各项工作的落实"确保目标任务落

到实处"实现各项工作的统筹有序推进'

在某烟花爆竹销售存储点"刘昌宇详细询问了仓库现有安全措施运行

情况"要求安监部门对该公司的烟花爆竹存储#运输#销售情况进行全天

候#全方位监管"确保万无一失' 在大河重工机械制造公司"刘昌宇要求该

公司在安全生产的前提下"进一步推动产品升级"逐步向高精科技发展"不

断提高企业效益'

刘昌宇指出"各镇和有关部门一定要从讲政治#讲大局#保稳定的高

度"充分认识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性"把握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始

终保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心态和警钟长鸣#责任重于泰山的责任心"

做到尽职尽责"推进基层基础安全工作常态化' 针对各镇排查过程中所反

映的事故易发的要害部位和关键环节"刘昌宇要求安监#公安等部门要及

时拿出整治方案"采取有效措施"千方百计消除各类事故隐患"确保安全

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刘昌宇还来到官会镇敬老院"看望慰问孤寡老人"并提前祝他们中秋

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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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光林 通讯员

田垒*

#

月
$:

日一大早"项城市王

明口镇王家寨村村民李晓敏和同

村的
!

名村民" 来到邻居赵晓家的

田地里"帮助她收获玉米' 仅用了

一上午的时间"赵晓家的二亩玉米

就收完了' %非常感谢她们"俺家上

有老下有小"孩子他爸又在外地打

工 " 她们一来可解决了俺家的难

题' &看着刚刚收获的玉米"赵晓高

兴地合不拢嘴'

随着农村外出务工#经商人员

的增多"从事农活的劳动力不足成

了农忙时的一个突出问题' 特别在

秋收秋种大忙季节"为解决留守妇

女家庭劳动力不足的难题"王明口

镇动员广大留守妇女自发联合起

来"成立互助组"互帮互助"采取%亲

帮亲#邻帮邻&的方式"就近解决%三

秋& 农忙期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既能节省开支"又能保证农时不错

过季节"工作效率得到显著提高'

目前"该镇由留守妇女自发组

成的互助组已达到
,"

多个"这些互

助组不仅有效解决了劳动力不足

的问题"而且使农业机械得到有效

整合"受到广大妇女的欢迎'

WXYZ[\]^_<̀ a>

本报讯 )记者 杨光林*

#

月
,"

日"项城市委书记黄真伟#代市长

刘昌宇带领四大班子领导及有关

部门负责同志"对今年项城市%双

十五&工程进行观摩评比"又一次

掀起了项目建设的新高潮'

今年以来"项城市上下按照以

新型城镇化为引领" 新型城镇化#

新型工业化%双轮驱动&"产业集聚

区#城南新区和新型农村社区%三

区互动&的发展战略"强力招商"大

上项目" 一批重大项目先后落地"

一批重点工程强力推进"项目建设

呈现持续向好的发展局面'

项城市 %双十五& 工程总投资

*:0-!

亿元"是去年的
%

倍,年内计

划完成投资
:"

亿" 是去年的
!

倍'

截至目前"共开工建设
,:

个重点项

目"其中工业项目
(

个"全部是亿元

以上项目'这些成绩是项城落实%三

具两基一抓手&和%四制&工作法的

结果" 是项城市广大干部群众克难

攻坚#真抓实干的结果'

从项目规模看"燃气电厂#莲花

生态工业园#六合堂药业#纺织公司

迁建#天安大道#驸马沟改造等一批

大项目" 为项城市经济发展后劲的

增强和城市品位的提升提供了强有

力的支撑'从产业结构看"上半年开

工建设的食品项目总投资达
.%

亿

元"占总开工项目投资的
%";

,医药

项目投资
)$

亿元"占总开工项目投

资的
$+;

'食品#医药两大支柱产业

快速发展" 已成为助推项城市经济

发展的强大引擎'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 项城市牢

固树立%只要客商确定干"剩下事情

我来办&的服务理念"实行四大班子

领导分包项目和%一个指挥部#铺设

一张床#住进一把手&的%三个一&推

进机制"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大部分

项目按照时间节点快速推进"形象进

度令人满意'天安大道项目责任领导

孙长岭常务副市长" 吃住在工地"不

分节假日与一线同志共同奋战"现场

解决问题"整个项目

在稳定中快速推进"

成为重点项目建设

的样板,负责六合堂

药业项目的王玉玲

主席"以项目建设为

己任"不辞辛苦多次

到上海与合作方进

行洽谈"并深入项目

建设现场指挥协调"

推动了项目的顺利

落地和建设"表现出

领导干部带头抓项

目应有的风范'

上半年"项城市

集聚区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
)#-)

亿元"同

比增长
)0)-.;

"增幅

居周口先进行列,落

地亿元项目
:

个"总

投资
%+-%

亿元,以食

品#医药为主"纺织

服装# 高新技术和现代服务业为辅

的产业布局初步形成" 区内企业实

现主营业务收入
$!-$

亿元" 同比增

长实现翻番,累计完成税收
:!$+

万

元"同比增长
!)-.;

'同时"抓住省集

聚区扩区机遇" 使产业集聚区总规

划面积调增到
)#-%

平方公里" 建成

区面积扩展到
)+

平方公里"大大增

强了承载力'从目前情况看"项城有

把握完成年初制定的%-入驻亿元项

目#新增投资#利税增长.三个方面

实现翻番"跑步进入-全省十快.行

列&的目标任务'

项城市委+市政府%两办&督查

室+大项目办采取明查与暗访+单独

与联合+定期与不定期等形式"对各

单位目标项目落实情况"尤其对%双

十五&工程和重大事项+重大项目进

行跟踪落实和督查调度" 做到一天

一督查+一周一通报"督查结果及时

在电视台+政府网站公开"负责人在

电视台曝光" 真正使目标项目落到

实处'

!!!!!!#

月
$$

日%项城市#双十五(工程,,,中心广场升级改造工程启动)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常委曹云忠&浙江省发改委副主

任吴华海&河南省人防办副主任张太学&周口市副市长刘国连&省工商联副主席李国庆&义乌市政协副主席黄分田&项城市

代市长刘昌宇出席启动仪式%并为工程奠基) 杨光林 张永久 摄

!!!!!!!#

月
$+

日%项城市委书记黄真伟&代市长刘昌宇带领四大班子领导观摩#双十五(工程)

杨光林 田垒 摄

!!!!!!

六合堂制药公司年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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