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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省民委副主任黄旭东"民族三处处长赵建国"政法处处

长陈红一行深入到淮阳城关回族镇"辉华面业公司"新陆春天农业发展

公司! 调研民族宗教基层基础建设和民族企业发展情况# 县领导苏中

林"谢留定"殷雪明陪同调研$图为黄旭东在城关镇便民服务中心调研$

!记者 侯俊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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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王鸿杰" 在江西犯命案的冯塘乡

邓某返乡补办身份证时# 其身份

引起机警户籍警的怀疑# 该户籍

警稳住邓某的同时# 机智地用手

机发短信求援# 成功将逃犯邓某

抓获$ 邓某已于
!

月
"$

日被依法

逮捕$

!

月
%

日上午
&$

时许 #一名

"$

岁出头的青年男子来到冯塘

派出所户籍室#说要补办二代身

份证#户籍民警赵云腾接过户口

簿一看#该人名叫邓某$ %这个名

字好熟悉& ' 这引起赵云腾的警

觉$ 于是民警赵云腾以核对户籍

信息为由#询问邓某一些基本情

况 #邓某说话吞吞吐吐 #辞不达

意$ 其间# 赵云腾趁势在网上比

对#确定邓某是江西上饶警方上

网通缉的命案逃犯$

为了稳住嫌疑人# 民警灵机

一动# 对其热情地说(%您先坐下

稍等两分钟# 我办完手上的活立

即给你办理$ '然后不动声色地给

所长王万忠发出一条 %户籍室有

逃犯'的短信$

接到短信后# 所长王万忠立

即带领值班民警高博学等人赶到

户籍室$ 赵云腾见增援民警已到#

一个箭步冲上前# 趁犯罪嫌疑人

还没有来得及反抗之时# 就已经

死死地抓住了邓的手臂# 顺利将

其控制$

经查 #今年
'

月
&"

日 #犯罪

嫌疑人邓某在江西上饶县交通

局门口将他人殴打致死# 于
'

月

"!

日被上饶警方列为网上逃犯#

逃回家后短短一个星期就被抓

获归案$ 目前# 案件正在进一步

审理中$

智勇双全户籍警
巧妙布局捉逃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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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灿"近日#县工商联围绕)关于加

强新形势下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

设的若干意见*#采取措施#加强非

公经济界党外人士队伍自身建设$

学精神#践同心$ 组织广大非

公经济人士学习贯彻)意见*#深刻

理解+准确把握)意见*新的重要理

论观点和政策#切实增强学习贯彻

的主动性+自觉性$进一步发扬%同

心'传统#巩固%同心'关系#厚植

%同心'品质#坚定%同心'意志#践

行%同心'思想#打造%同心'品牌#

与淮阳县委在思想上同心同德+目

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

强队伍#助发展$ 始终围绕提

高素质+ 发挥作用的工作目标#着

力强化理论培训和实践锻炼两大

途径#健全完善工作机制#创新培

训方式方法#增强教育培训实效$

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 结构合

理+素质优良+作用突出的非公经

济党外人士队伍#为相关部门企业

推荐德才兼备的高+精+尖人才$

保稳定#促和谐$把握新形势

下非公经济党外人士队伍及其所

联系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有

效发挥党外人士作用# 团结凝聚

方方面面的力量# 形成建设淮阳

的合力# 协助各级党委和政府做

好协调关系+ 化解矛盾+ 排忧解

难+理顺情绪的工作#维护和谐稳

定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局面$

淮阳新闻组版编辑!王辛泉 窦 赢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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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俊岭 文
(

图 "

!

月
")

日 # 我省

畜牧专家服务基层淮阳行活动

在县畜牧局会议室启动$ 省人社

厅党组成员 +省外国专家局局长

郭成全 #县领导杨永志 +殷雪明 +

薛燕等出席启动仪式$ 县委书记

杨永志为来淮阳的省内知名畜

牧专家颁发了聘书$ 县直有关单

位领导 +乡镇负责人及来自基层

的养殖场 !户 "代表参加了启动

仪式$

郭成全介绍 #专家服务基层

是一项引领基层发展 + 惠及广

大民众的重要工作 # 是一项帮

乡村解难题 +给老百姓办实事 +

促基层大发展的惠民政策 $ 活

动的开展不仅惠及广大民众 #

而且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 产生

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他表示 # 将根据各地各部门活

动开展情况建立一批专家服务

基地 # 真正把专家服务基层活

动持续下去 # 促进基层经济社

会快速发展 $

启动仪式上#县有关负责人要

求#与会养殖场!户 "要虚心学习#

积极讨教#争取把专家的真知识+

真本领学到手# 通过与专家交朋

友+结对子#建立长期友好合作关

系 #进一步提高认识 #开阔眼界 #

提升养殖技术# 从而推进全县现

代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

启动仪式结束后#专家现场做

了畜牧养殖专题讲座$

据了解#这次来淮阳服务的畜

牧专家有( 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

究所养猪室主任梁永红研究员 +

省畜牧疾控中心实验室主任苗连

叶研究员+ 正大集团河南区技术

总监代广军研究员+ 养殖技术专

家郑州牧专副教授徐秋良+ 省畜

牧局疾控中心测报科科长高级兽

医师方先珍$

省内知名畜牧专家服务团走进淮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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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为县委书记杨永志为服务淮阳的畜牧专家颁发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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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涛 闫俊岭 文
(

图"

!

月
&%

日上

午# 县委书记杨永志来到县委群

众工作部来访群众接待中心接待

信访群众$ 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

主任王智华#副县长+县委群工部

部长刘学奎# 县检察院检察长严

新爱#县法院+县公安局+县教体

局等单位相关人员陪同接访$ 在

"&

批次的接访过程中# 杨永志仔

细查阅来访书面材料# 认真倾听

群众诉求#详细询问来龙去脉#一

边作记录# 一边做耐心细致的解

释工作#并当场逐案明确责任人+

办结时限$

接访结束后# 杨永志召开了

信访研讨会$ 他指出#老百姓的事

再小也是大事# 要始终站在老百

姓的立场上# 换位思考# 以人为

本#履职尽责#下真功夫#始终带

着对父母般的孝心感情为老百姓

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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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用心

去办# 再锈的锁总能找到开锁的

方法$

杨永志强调#要本着最大限度

地解决实际问题的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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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永志要求#要强化督查#县

委县政府%两办 '+县委群工部要

加大对信访件督查督办的密度 +

力度和速度#有效推进案结事了,

各单位要按照%三个基本'的要求

做好信访工作#一块地对一块天#

守土有责# 失土问责# 宅基地纠

纷+村民打架+反映村干部作风类

的问题要消化在乡镇层面# 决不

能上交$

杨永志将化解信访问题比喻成%开锁'---

只要用心"#锈锁$总能打开

!

侯俊豫

!

月
&%

日! 县委书记杨永志

在县来访群众接待中心接待完来

访群众! 谈到化解群众信访问题

时! 把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比作

%开锁&!提出%只要用心去办 !再

锈的锁总能找到开锁的方法 &这

样一句话! 意思是说!%只要我们

干部用心去解决群众反映的问

题!总能找到化解的办法!让群众

满意&$ 笔者认为 !%只要用心去

办! 再锈的锁总能找到开锁的方

法& 这句话强调了一个关键词就

是'''%责任心&$

大凡我们干得好的每份工

作!做得出色的每件事情!都与我

们怀揣一份强烈的负责心忘我工

作有关(反之!凡是出现不尽人意

或失误!都与责任心不强"作风漂

浮相关联$ 大量事实也证明了这

一点$ 就拿修筑神农桥一事来讲!

前期就是因为责任意识不强 !致

使工程出现失误! 本来是方便群

众的好事!却给群众带来麻烦$ 新

任县委主要领导获悉群众的心声

后! 以对群众负责的态度进行实

地调研!及时纠正"修改了施工方

案!如今!一座漂亮的拱桥连通南

北大道$

责任心是至高无上的优良品

质$科尔顿说)%人生中只有一种追

求!一种至高无上的追求'''就是

对责任的追求&$ 一个人对于社会

的价值和意义! 不在于能力的大

小!而在于他对工作"对事情!有没

有责任心!敢不敢负责任$ 如果不

负责任!即使能力再强!很容易办

的事情!也可能办不好$

作为一名干部! 就要 %在其

位"谋其政!司其职"负其责!敢担

当"勇于为&$ 眼下!淮阳县处于既

加速"又要爬坡"还得转弯的发展

节点!龙都文化乐园"中华姓氏博

物馆"西铭山财富岛"龙湖生态度

假区" 水上游乐园等一个个大项

目正在启动! 这就需要我们广大

干部要有强烈的责任感!规划"建

设好每一个项目! 或为项目顺利

实施营造好的氛围! 以实实在在

的业绩取信于民!树立形象$

责任在肩!无可推卸(责任在

心!身体力行$ 淮阳的兴旺发达有

赖于一大批责任心强的人! 也需

要一大批敢于负责任的人$ 带着

对淮阳发展的历史责任! 让我们

干好每一天! 淮阳的未来一定更

美好$

从%&锈锁'总能打开$说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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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葆青 贾西伟 文
(

图"

!

月
&*

日

上午#县领导马明超+宋志军+刘

学奎+ 丁永华+ 党魁带领县政府

办+产业集聚区管委会+住建局+

发改委+国土局+农业局等相关单

位负责人# 督导县重点项目建设

推进情况$

县长马明超一行先后到龙都

文化乐园+陈州帆布厂+辉华面业

速冻食品生产+农民工培训学校+

邮政物流和文博大厦等项目所在

地#实地查看项目建设推进情况#

听取相关负责人工作开展情况汇

报# 了解项目建设推进过程中存

在的困难和问题$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县

委常委+ 常务副县长宋志军分析

了制约部分项目建设进度的原

因#并指出#各级干部都要尽职尽

责#把握发展机遇#少说多干#把

工作做实+做细+做到位$

马明超充分肯定了前一阶段

项目建设取得的成绩# 指出了项

目建设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就下一步的项目建设工作# 他强

调#一是要统一思想#把握当前工

作的有利时机# 各级干部都要扑

下身子# 真抓实干# 排出时间节

点#强力推进项目建设,二是要讲

究方法# 整合力量# 运用多种手

段#提升工作效果,三是加大督查

力度#县委+县政府督查中心对县

委+ 县政府确定的重点工作和重

点项目每周要开展
+

至
,

次督查

活动#加压紧逼#跟踪问效,四是

要加大%两违'整治力度#开展联

合集中专项整治活动# 严厉打击

%两违'现象#形成强大的威慑效

果#对行动迟缓+效果不力的加大

问责力度# 严格追究违规违纪责

任$

马明超带队督导县重点项目建设推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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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智慧"为切实创新政协提案工作

方式#打造高效+便捷办公平台#推

动提案办理网络自动化工作#提高

提案工作科学化水平#

!

月
&,

日#

县政协提案委协同县委办公室+县

政府办公室举办 %提案直通车'网

上办公系统知识培训会$

县政协提案委负责人结合县

政协提案工作实际# 从网上提案

办公系统的重要性+必要性#县政

协创新提案工作的要求与举措 #

提案承办单位的需求及实现提案

办理+回复工作的高效+便捷四个

方面作了认真讲解# 并为与会人

员现场讲授+演示%提案直通车 '

网上办公系统的操作技能$

县政协有关负责人要求与会

人员认真学习# 切实掌握培训知

识与技能#充分依托网络平台#按

照县委+县政府的工作要求#圆满

完成今年
+-,

件委员提案的办复

工作任务# 紧紧围绕淮阳工作中

心#全力服务淮阳大局#为实现淮

阳健康+稳定+和谐+繁荣做出自

己的努力$

淮阳县政协网站是周口市市

县两级第一家机关网站 # %提案

直通车'网上办公系统在全市也

是首创$ 该系统为实现全县政协

委员提案的立案+交办+督办 +答

复+ 征询委员意见+ 提案办理考

核提供了网络平台#是淮阳县政

协提案办理工作实现办公自动

化的标志$

+$&&

年以来#淮阳县

政协已经逐步实现了提案办理

由文来文往+人来人往到网络传

送办理结果的转变#实现了由当

初网络回复率
+,.

到
!'.

的质

变#有力地推动了政协委员提案

办理+答复+回访+考核等工作的

开展# 强力提升了委员+ 立案机

关+交办单位+督办单位+承办单

位之间的多方联动能力 #切实提

高了淮阳县政协提案工作的科

学化水平$

县政协举办!提案直通车"

网上办公系统知识培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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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宏伟 张震"

!

月
&%

日# 淮阳县

召开全县民族宗教工作会议$ 全

县各乡镇场主抓统战工作副职+

各宗教场所负责人+

+*

个少数民

族集居村党支部书记等
&,$

余人

参加会议#县领导谢留定+霍伟+

殷雪明出席会议$

会议回顾总结了全县前三季

度民族宗教工作开展情况# 并对

下季度民族宗教工作及创建 %全

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工作

进行安排部署$

县委常委+ 统战部长谢留定

就进一步做好民族宗教工作及创

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工作强调三点意见$ 一是提高对

新形势下民族宗教工作的认识#

进一步增强做好民族宗教工作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二是围绕中心#

突出重点# 不断开创民族宗教工

作新局面$要紧紧围绕创建%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这个工

作中心找准定位# 在服务全县经

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中履职尽责#

抓住重点#破解难点#打造亮点#

促进民族宗教领域和谐稳定$ 三

是加强领导#创新发展#不断提升

创建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

体'工作水平$全县各级领导干部

要始终绷紧 %民族宗教工作无小

事'这根弦#以更加饱满的热情+

更加诚挚的感情# 全身心投入民

族宗教工作中去#创新思路#真抓

实干# 全面推动淮阳县民族宗教

工作再上新台阶$

淮阳召开全县民族宗教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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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赵骏"

!

月
+$

日# 县产业集聚区

机器轰鸣 #鞭炮骤响 #俩上亿元

项目河南陈州帆布厂和辉华面

业速冻冷食生产加工项目正式

开工建设$ 县分管工业领导+县

总工会主席丁永华#县产业集聚

区管委会负责人等见证了项目

开工时刻$

陈州帆布厂项目总投资规模

+

亿元#年产
,$$$

万米鞋面布料

生产项目#用地
*%

亩#建设生产

厂房两幢#面积
+

万平方米#办公

宿舍及研发中心面积
)$$$

平方

米#建筑面积共计
+/)

万平方米#

项目投产后年产值
"

亿元# 计划

用工
)$$

人, 辉华面业速冻冷食

生产加工项目总投资规模
"

亿

元#用地
*%

亩#新建生产厂房+办

公宿舍+ 研发中心等
*0"

万平方

米$

淮阳县委+ 县政府紧紧围绕

%工业强县+旅游带动'发展战略#

认真落实十八大精神# 以完善基

础设施建设为重点# 以项目建设

为抓手#以优质高效服务为宗旨#

强力推进产业集聚区快速+ 高效

发展$ 在开工现场#丁永华说#两

个项目投资量大+品牌效应好+带

动支撑力强#对于聚集发展后劲#

提升城市形象# 保持经济平稳较

快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县产业集聚区管委会负责人

说# 产业集聚区一定全力支持项

目建设# 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良

好的环境# 围绕项目建设抓好各

方面沟通协调#认真落实政策#搞

好服务# 切实解决项目建设中存

在的征地难等问题$

县产业集聚区俩上亿元项目开工建设

!!!!!!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刘宏伟 孟 勇"近日#淮阳县开展清

真食品专项检查整顿集中行动$

县委常委+统战部长谢留定#

副县长殷雪明带领县委统战部 +

县公安局+县民宗局+县工商局 +

县卫生局+ 县安监局等清真食品

检查整顿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负责人#出动车辆
%

辆#

)$

多人组

成
,

个工作组#深入到食品摊点+

超市+企业+学校等清真食品生产

经营场所# 对全县范围的清真食

品进行一次拉网式检查# 确保市

场清真食品安全$

这次专项检查整顿工作 #共

检 查 清 真 食 品 生 产 经 营 摊 点

"&%

家 +学校
)

所 +医院
&

家 +商

店
,)

个 +超市
&$

个 #取消清真

食品生产经营资格
""

家 # 停业

整顿
%

家 #限期整改
!

家 #批评

教育
&"

家 # 销毁不规范清真牌

%$

个$

通过开展清真食品专项检查

整顿工作# 淮阳县进一步加强了

清真食品生产经营户的登记和档

案管理工作# 澄清了清真食品生

产经营者底数# 健全了核发牌证

制度+定期检查制度+义务监督员

制度+ 审验考核制度和评比奖惩

制度等五项清真食品长效管理机

制# 全力维护了清真食品领域的

和谐稳定$

淮阳专项检查整顿清真食品

!!!!!!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王鸿杰"

!

月
"&

日凌晨#淮阳县公

安局刑警大队民警李阳在抓捕涉

嫌扒窃犯罪的一名嫌疑人时 #奋

不顾身#翻墙进入院内不慎受伤#

但他坚持忍着疼痛和战友一起将

犯罪嫌疑人擒获$

!

月
&-

日
""

时 # 在淮阳县

北二环附近发生一起公路扒车

越货案件$ 案发后#时值打击%两

抢一盗 '百日会战 #淮阳警方高

度重视#局长李凤丽指示刑警大

队限期破案 $ 经过夜以继日工

作#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踪

迹$

!

月
"$

日晚#淮阳警方抽调

刑警大队+巡特警大队和部分派

出所精干警力 #兵分几路 #对犯

罪嫌疑人实施抓捕$

"&

日凌晨
"

时许#刑警大队民警李阳等人在

当地派出所的配合下 #前往犯罪

嫌疑人家中抓捕$ 参战民警悄悄

到了嫌疑人家门口时 #发现大门

反锁#院内房间里还亮着灯 $ 为

了不打草惊蛇#抓捕组果断决定

翻墙进入院内 # 围捕犯罪嫌疑

人$ 参战民警杨念甫 +陈奎率先

进入院内#悄无声息地向亮着灯

的房间靠拢#但是狡猾的犯罪嫌

疑人还是有了察觉 #欲从房间里

窜到院内逃跑 $ 此时 #正在
*

米

多高的墙头上的李阳 # 奋不顾

身 #一跃而下落地 #重重摔倒在

院内水泥地上#摔倒后的李阳强

忍剧痛和其他战友一同将犯罪

嫌疑人擒获$ 经医院检查 #李阳

诊断为右脚跟粉碎性骨折 #目前

正在积极治疗中$

",

日上午#县委副书记+政法

委书记苏中林# 县公安局局长李

凤丽+ 政委王钟杰等到医院看望

慰问了受伤民警李阳$

编后!

在抓捕扒窃犯罪嫌疑人过

程中 !刑警李阳奋不顾身 !被摔

成粉碎性骨折后 ! 仍忍着疼痛

和战 友 一 起 将 犯 罪 嫌 疑 人 擒

获 ! 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英勇的

警察形象 $ 在现实生活中 !百姓

就需要这样无畏的 %保护伞 &$

有了他们 !百姓才能安宁生活 !

社会才能和谐稳定 $

!严打%两抢一盗$在行动

抓捕扒窃嫌犯 民警英勇负伤

县工商联重视非公党外人士队伍建设

马明超在一处重点项目工地调研$

杨永志在接待信访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