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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哲"一座堆积于淮阳县北关石

庄村
!"

余年的垃圾山# 经县政

协委员提出后#县政协民宗委变

提案督办文来文往为事来事往$

变提案办理坐等答复为主动参

与督办#于近日会同县住建局出

动
#

台装运机械# 连续工作
$$

多天# 彻底清除掉这座垃圾山#

受到当地群众的交口称赞%这是

县政协落实县委 &五个转变'提

升工作水平的具体实践%

北关基督教堂西侧垃圾场

位于城关镇石庄村# 曾是周边

%

个自然村
&""

多户居民的排

水沟%

!"

多年来#附近居民及

周边商贩的生活垃圾无序堆

放# 集结于此# 因没有监管人

员$ 固定垃圾清运人员与垃圾

储存配套设施# 久而久之形成

了占地达
'""

平方米的垃圾

山% &每逢夏秋#垃圾腐烂#蚊蝇

乱飞#方圆百米臭味刺鼻#过往

行人捂鼻而行% '居民李平身有

感触地说% 垃圾场周边居民曾

因制止垃圾乱堆$乱放行为#多

次发生吵架$打架现象%该垃圾

场地处城中村#权属界限不明#

单位相互推诿# 一直没有形成

有效的$配套的$长效的管理体

制%

今年县政协全会期间 #政

协委员任国玉在提出 (关于要

求清理北关基督教堂西侧垃圾

场# 改善城镇居民生活环境的

建议)#县政协主席牛庆明获知

后#急群众之所需 #亲自过问 #

把此提案作为今年政协
(

号提

案#由县住建局承办#县政协民

宗委全程参与督办# 积极采取

标本兼治的措施# 彻底治理石

庄村垃圾堆积场%

彻底清除垃圾治&标'% 县

住建局局长姜云凌高度重视此

提案的办理情况#亲临现场#制

定方案% 责成环卫队负责人全

程负责办理% 先后派铲车$挖掘

机连续工作
((

天#调配清运车

!)&

辆次$清运垃圾
('*+

方$清

淤河沟
!!

米$ 回填鲜土
&"

余

方# 县政协民宗委副主任汪立

辉和环卫队长一道#

*

次现场参

与并指导垃圾清运工作# 使昔

日的垃圾山重现泥土%

建立长效机制治&本'% 为

巩固提案督办的效果# 防止反

弹现象# 县政协两次牵头组织

政协委员及县住建局$ 城关镇

政府有关领导召开建立长效机

制现场协商会% 县住建局在排

水沟两边建起了两个
(!

平方

米的垃圾中转池* 城关镇出资

购买了垃圾清运车$ 铁锹等工

具# 并和基督教会一起负担首

月工人工资* 城关镇政府引导

段庄村村委会# 按照村民自治

原则#依据村规民约#在村民中

选出
(

名贫困人员担当本片清

洁工#由其每天上门收集垃圾#

按时中转% 附近居民在此次活

动的感召下# 自愿每月向清洁

工交付
!

元垃圾清运劳务费 %

这样#既解决了农户居住环境#

又增加了贫困人口的收入 #也

为城中村垃圾治理找到了一条

好路子%

任国玉由衷地说+&没想到

我的提案会引起政协领导这么

大的重视* 没想到办理效果不

仅治一时#而且管长久% 垃圾成

堆$ 臭味熏天一去不复返了'%

附近居民欢声鹊起#拍手称快%

县政协督办清理垃圾的提案 #

事虽小#但群众反响大$社会效

果好*活虽脏 #但美于形 $美于

心* 为城中村脏乱差的整治探

索出了&政府引导 $村民自治 '

的实在$实用$实际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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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本运 刘玉涛"

,

月
!#

日#

)

个

总投资约
'-*

亿元的招商引资

项目# 在淮阳县产业集聚区会

议室集中签约% 县领导马明超$

焦德福$耿党恩$李守运及县政

府办公室$ 县直有关单位职能

部门主要领导$ 投资企业代表

参加了签约仪式%

本次集中签约的
)

个项

目是+河南龙都药业有限公司

投资
,-*

亿元的
./0

技术改

造项目 #辉华面业投资
!

亿元

的年产
%

万吨速冻食品生产

线项目 #郑州国凯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投资
!

亿元的双平壁

钢塑管道和大型液压支架项

目#淮阳陈州帆布有限公司投

资
!

亿元的年产
,"""

万米鞋

面料生产项目 #涉及到通用设

备制造 $医药 $塑料 $纺织 $食

品等行业%

据介绍 #这些项目均具有

技术先进 $科研能力强 $拥有

自主品牌和知识产权 $节能环

保 $无污染的特点 % 河南龙都

药业拥有
,

个国家级中药保

护产品 #是省级企业技术研究

中心#有
("

多个产品专利% 郑

州国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生产

的双平壁管道既有强韧性和惊

人的抗冲击$抗折损能力#又有

应付地层沉降$ 断裂等环境破

坏能力# 拥有六项国家专利和

自营进出口权# 是外向型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 居国内领先水

平%这些项目凭借技术优势#企

业发展前景广阔# 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显著# 预计项目建成

后 #年实现产值
(*

亿元 #安置

('""

人就业% 同时 #这些项目

落地淮阳产业集聚区# 将进一

步优化产业结构#提档升级#拉

长产业链#实现资源共享#优势

互补# 有力推动产业集群集聚

快速发展%

四个总投资近十亿元项目集中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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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淮阳县委发出(全县干部职工认真学

习廉政书籍
1

清廉# 本色与坚守
2

活动的通

知)# 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

神#丰富廉政集中教育系列活动的内涵#把

建设学习型$ 服务型$ 创新型机关落到实

处#教育引导党员领导干部坚守清廉底线#

依法用权#廉洁用权#坚持共产党人的公仆

本色#以优良的党风促进政风带民风#以良

好的精神状态推动全县各项工作迈上新台

阶%

(清廉# 本色与坚守 )!以下简称 (清

廉 )"是河南省纪委 $省监察厅 $省预防腐

败局组织编写并推荐给广大党员干部的

廉政教育读本#由全国和省内纪检监察方

面的多名领导$专家$学者共同编写而成#

共分
(!

个章节% 省委常委$纪委书记尹晋

华参与了本书的谋划 $ 审阅并题写了序

言% 全书围绕党员领导干部如何应对$化

解廉洁自律方面的各种问题和风险#对个

别领导干部理想信念缺失 $ 插手经济活

动 $生活奢靡腐化 $行为道德失范等问题

进行了深入剖析%

作为该书参与编写者之一的县委书记

杨永志介绍# 本书最鲜明的特色是设定了

大量随时可能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场景案

例# 并吸纳融合了一些优秀领导干部处置

这些情形的技巧和工作实践# 教给党员领

导干部以方法和技巧# 使党员领导干部更

加准确地把握形势#明确责任#敬畏手中权

力#更好地保护自己%

同时#杨永志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要把

此次读书活动作为促进干部素质提升#促

进工作作风转变的重要举措和抓手# 作为

提高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有效途径和方

法#增强读书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要积

极参加集中学习#主要领导同志要领学(清

廉)$参与学习的党员领导干部要结合单位

和自身实际#撰写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 有

针对性地开展富有成效的读学活动# 形成

领导干部率先垂范$ 广大党员主动参与的

局面% 通过读(清廉)廉政教育活动#使党员

领导干部牢固地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和价值观#进一步理解廉洁从政$执法为民

的工作宗旨#增强在工作和生活中抵御腐败

的能力#工作中实现&轻装上阵'#凝神聚力#

开拓创新#为促进淮阳经济社会务实$和谐$

健康发展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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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和

各级纪委会议精神#加大廉政教育力度#强

化作风建设和纪律整顿# 引导广大党员干

部坚守清廉底线#秉公执法#县质监局积极

组织领导干部读学廉政书籍(清廉#本色与

坚守)%

目前# 该项读书学习活动已开展了
,

期% 该局领导针对党员干部容易出现的违

法违纪现象$ 违法心理及典型案件进行分

析#围绕党员干部如何应对$化解廉洁自律

方面的各种问题和风险# 对个别干部理想

信念缺失$行为道德失范$公私不分$职责

不明$说情讲情$跑官卖官$生活腐化等问

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

通过学习#大家纷纷表示#新形势下#

反腐倡廉建设要坚定不移#警钟长鸣#在加

强自身作风建设的同时# 还要积极加强业

务知识和理论知识学习%不背弃信仰$不脱

离群众$不贪爱外财$不慕图虚名$不结交

糜俗$不伙投恶党$不听信妄言$不记怨私

仇$不招揽凡事#不以公谢私#真正做一名

政治强$素质高$业务精$形象好$敢担当$

有作为的好干部%通过开展廉政教育活动#

全局干部职工进一步认清了坚守清廉的重

要意义#牢固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和价值观#切实增强了宗旨意思$公仆意识

和服务意思# 敬畏手中权力# 转作风提素

质#树形象防腐败#为树立质监部门良好形

象打下了坚实基础%

县政协民宗委会同县住建局

十一天清掉一座垃圾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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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县

直工委召开机关学习 (中国共产党章程)$

读学(清廉#本色与坚守)活动部署会#从即

日起#将利用两个半月时间#集中开展学习

读书活动#在全县机关形成学习党章$遵守

党章$维护党章$执行党章$坚守清廉本色

的良好氛围%

活动中#各机关党组织要采取灵活多

样的学习形式#引导机关党员全面学习掌

握党章基本内容#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署名文章(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

和县纪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以及 (清

廉#本色与坚守)教材#结合工作和个人实

际#全面掌握党员义务和党员干部基本条

件#全面掌握党的制度和各级党组织的行

为规范#使机关党员的党员意识进一步强

化 #党性观念 $党性修养和政治纪律意识

进一步增强% 各机关党组织还将以党支部

为单位召开一次专题民主生活会#与会党

员要围绕学习党章 $遵守党章 $严守党的

政治纪律等方面进行认真查摆和剖析#进

一步围绕 &申请入党为什么 $入了党干了

什么$将来身后留什么'展开讨论#并在此

基础上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同时 #

针对自我剖析和民主生活会查找出来的

问题 #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办法 #认真进

行整改% 各机关党组织还要针对本部门党

员存在的普遍性和倾向性问题#制定具体

整改落实方案# 明确责任和完成时限#逐

条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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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涛 杨军强"

,

月
!+

日#县委

书记杨永志准时来到县委群工

部接访大厅接待上访群众% 接

访中# 杨永志认真查看书面材

料#耐心听取群众诉求#认真做

好接访记录# 并不时与来访群

众亲切交谈# 依照政策法规解

疑释惑# 对合理诉求及时安排

有关部门落实* 对疑难信访案

件# 组织有关部门负责人现场

研讨# 力争从实际出发拿出解

决问题的办法%

杨永志指出# 由于各种原

因#淮阳的信访积案较多#虽然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大批遗

留问题得到解决或正在解决 #

但目前存在的问题还不少 #面

临的任务还很重%

杨永志强调# 在社会转型

期$矛盾凸显期#要坚持一切发

展都为了老百姓的理念# 抱着

愚公移山的精神做好信访工

作% 对于群众反映的问题#要本

着最大限度地解决实际问题 #

政策许可的#要立即办*政策擦

边的#要深入研究办法*有些政

策解决不了的问题# 要从实际

出发帮助解决些困难* 对认识

差距较大的疑难问题# 坐下来

敞开胸怀#推心置腹地交谈#掏

心窝子交朋友# 总能找到结合

点和突破口# 解决不了实际问

题也能解决一些思想问题 #至

少可以稳控住不出大问题%

杨永志要求#要认真坚持县

委书记县长及县党政班子成员

值班接访$&

43/

' 接访机制和全

县群众工作日制度#群工部要暗

访$ 督查各单位每月
(&

日群众

工作日坚持情况#对落实不到位

的严肃通报批评%各级领导干部

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要勇于担当

不躲$耐心去做不烦$依法办事

不怕$主动去做不拖#只要深入

下去#用心研究问题#棘手问题

总会 &云开雾散'$&疑解气消'#

进而促进社会和谐%

!!!!!!杨永志在接访时要求全县领导

干部对群众反映的问题,,,

勇于担当不躲 耐心去做不烦
依法办事不怕 主动去做不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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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时至今日#淮阳庙会已走过半月有余% 期

间#每天四面八方的游客涌向太昊陵#逛庙会$

赏民俗#用人海如潮来描述一点也不为过%

淮阳太昊陵庙会俗称&二月会'#也叫

&人祖古会'#其渊源之久$会期之长#称为

&国内单日参会人数最多的古庙会'% 如今#

在人们心中#淮阳太昊陵庙会已成为一道特

色浓郁的民俗文化盛宴%

,

月
!*

日# 在淮阳羲皇文化广场上#记

者看到慕名而来的游客#不断从四面八方涌

来#有的扶老携幼#有的三三两两#夹杂着商

贩们的吆喝声及商贩和游客之间的讨价声#

构成淮阳庙会别样的风景%

一处捏糖人的摊位被围得水泄不通%

)+

岁上下的师傅面前摆着一个架子#上面插着

栩栩如生的生肖糖人% 在孩子们的嚷闹声

中# 师傅熟练地从加热的锅中挑出一块糖

浆#捏成一团#再拉出细长的糖丝#糖团放到

嘴边一吹气# 原本热呼呼的糖团像一个气

球#慢慢胀起来% 师傅再左一拉#右一捏#兔

子耳朵$脚$嘴巴就出来了%师傅再拨弄一下

细长的糖丝#一只生动的小兔子就出现在观

众面前#引来几个孩子的一阵欢呼%

有人气就不怕没赚头% 与捏糖人的师

傅一样# 众多商贩在欢腾的庙会上赚了个

盆满钵满%

欢腾的庙会赚足人气财气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近日 #为贯彻

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 进一步增强领导干

部的廉洁自律意识# 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

道德防线#按照县委通知要求#结合我县教

育工作实际#经县教体局党委研究决定#在

全县教育系统党员干部和广大教师中深入

开展学习(清廉#本色与坚守)活动%

县教体局党委召开了深入开展学习

(清廉#本色与坚守)活动动员大会% 会议要

求# 即日起要在全县教育系统迅速掀起学

习(清廉#本色与坚守)活动高潮% 每周二下

午为局全体人员集体学习时间# 各股室每

周组织两到三次集体学习# 每人每周都要

抽出一定时间自由学习% 在学习过程中要

切实做到&四个结合'+一是学习与撰写读书

笔记和心得体会相结合#注重&学有所思'*

二是学习与开展读书思廉交流活动相结

合#注重&学有所动'*三是学习与教育教学

工作相结合#注重&学有所用'*四是学习与

&写廉文$办廉事$做廉人'活动相结合#注重

&学有成果'% 县教体局还将适时组织开展

&征文'$&演讲'等形式的学习竞赛活动%

为使活动深入开展下去# 县教体局及

时建立了学习领导小组$制定了学习方案$

下发了相关文件$制作了电子宣传屏$悬挂

了宣传标语$印发了两期专题简报#县教体

局党委成员都撰写了心得体会% 在活动结

束后还要认真总结# 对活动中出现的经验

进行推广#表彰学习先进典型#确保廉政教

育深入人心$取得成效%

!以"五个转变#促提案督办方式转变

淮阳要求全县领导干部认真读学
廉政书籍!!!"清廉#本色与坚守$

读学廉政书籍!!!"清廉#本色与坚守$进行时
县质监局 县教体局

县直工委机关

与行为艺术合个影!

人海如潮的广场!

逛庙会"泥泥狗是必带的!

挑个小挂件!

自选香料俏庙会!

卖#小响$的大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