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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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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旅游商品博览会暨旅

游商品创意设计大赛于
$

月
!%

至
!&

日在洛阳市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博览会

由河南省旅游局$ 洛阳市政府共同主

办%洛阳市旅游发展委员会$栾川县人

民政府联合承办# 来自河南$河北等共

!'

省份
((

个地市以及香港$台湾和巴

基斯坦$泰国等
)%*

家企业的参展商组

团参展%参展人数达到
!!+"

余人#主要

活动包括旅游商品精品展示大赛$旅游

商品创意设计大赛等#

我市参展商品有郸城张振福泥塑$

淮阳县汝阳刘御笔坊毛笔$ 淮阳县碧

荷香荷叶茶$ 淮阳县陈州官窑黑陶工

艺品$ 项城市汝阳刘精制纯紫尖小楷

毛笔$ 项城市传统蛋雕$ 商水县邓城

叶氏猪蹄$ 扶沟县创奇五谷杂粮食品$

太康县邢氏姜糖等% 赢得了广大游客

赞誉# 其中% 我市选送的张振福泥塑

&炕头'瞧画书( 作品在参赛的
!$"

余

件旅游商品精品和
,,*(

件旅游商品创

意设计作品评审中脱颖而出% 荣获金

奖#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李

哲"

$

月
'"

日%淮阳县政协民主监督工

作会议召开%标志着从全县
!""

多名政

协委员中选派的
(!

名懂政策$ 业务精

的民主监督员% 正式进驻县民政局$县

人社局等
,(

家和群众事务较为密切的

单位开展民主监督#

据了解% 淮阳县民主监督员进驻

被监督单位主要开展四个方面的具体

工作) 执行政策法规方面% 监督检查

被监督单位对国家宪法$ 法律法规及

地方性行政法规$ 政府规章的实施情

况* 对县委$ 县政府制定的重大决策

的贯彻执行情况# 工作效能方面% 看

被监督单位是否按照规定向社会公开

审批事项$ 办事程序$ 收费项目$ 收

费标准及依据* 群众反映强烈的 +热

点 $ 难点 , 问题是否认真及时处理 *

有无乱收费$ 乱罚款$ 乱摊派$ 推诿

扯皮等现象# 廉洁自律方面% 看被监

督单位是否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是否认真履行法定职责% 是否做到规

范执法$ 公正执法和文明执法* 是否

尽职尽责% 主动帮助企业和群众解决

问题 * 是否有工作人员吃 $ 拿 $ 卡 $

要现象# 办理政协提案方面%看被监督

单位是否有专人负责提案的办理落实*

涉及本单位的提案% 是否认真办理$及

时答复*提案委员满意程度如何#

淮阳县有关负责人称%县政协推出

的委派民主监督员工作是其为发挥人

民政协的特色和优势$切实履行民主监

督职能的一项重要举措% 符合十八大$

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符合政协章程%

对推进淮阳民主政治建设$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意义深远#

本报讯 !记者 吴继峰"

$

月
!)

日下午%市

委党史研究室组织全体人员认真学习贯彻全

市+四制,工作会议精神%要求全体干部转变作

风%拓展工作思路%找准+四制,工作法与党史

工作的结合点%努力形成+盯着目标干$围着项

目转$带着责任战$考评说了算,的工作氛围#

一是目标任务细化分解# 今年全市党史

部门确定了
,*

项具体工作任务% 并对每项工

作任务从分管领导$责任科室及单位$完成时

间三个方面进行目标量化$任务分解和责任明

确%做到了科室有任务$人人有指标$领导有责

任# 二是责任领导明确到位# 市委党史研究室

领导班子成员从分管科室$负责工作$协调基

层部门的业务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分工%明确了

每位领导的责任和任务# 三是层层签订目标责

任书# 市委分管领导与各县市区分管领导签订

&全市党史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市委分管领

导与市委党史研究室签订&

!",'

年党史工作主

要业务目标(% 市委党史研究室与各科室签订

责任书% 并制定了量化考评办法% 考核结果

作为对全市党史部门和党史工作者进行奖惩

的主要依据# 四是履行 +双责, 抓活动# 牢

固树立 +全市一盘棋, 的思想% 把教育实践

活动摆上重要议事日程% 强化领导$ 精心组

织% 周密部署$ 狠抓落实% 确保活动不虚不

空不偏 $ 不走过场 % 以补精神之 +钙 ,$ 除

+四风,之害$弃行为之垢$立为民之志为重点%

推动思想认识进一步提高$ 作风进一步转变$

党群关系进一步密切$ 为民清廉形象进一步

树立$ 基层基础进一步夯实% 切实做到两手

抓$ 两不误$ 两促进# 五是强化纪律% 转作

风提效能# 认真对照目标任务% 主动把实施

+四制, 工作法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紧密结合起来% 进一步强化纪律% 转变作风%

提高工作效能% 加大基层调研力度% 切实帮

助基层党史部门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 千方

百计调动广大干部职工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

主动性和创造性% 把大家的智慧和力量凝聚

到目标责任上来$ 聚拢到狠抓落实中来% 力

促全市党史工作科学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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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0$

$

月
!!

日傍晚%记者通过电话与李

巧英预约采访时间# 次日%记者按约定

时间和地点在一家照相馆里采访了她#

脸庞黝黑%言谈举止大方干练%她

就是李巧英---西华县东王营乡薛庄

行政村党支部书记#

她向记者解释道)+村干部哪有天

天坐在办公室里的% 如果你不经常和

群众见面$和他们唠唠%村里的工作是

很难开展的# ,

离家"化缘#为修路

+作为上有老 $ 下有小的家庭主

妇 % 当初你为什么会选择当村干部

呢. ,记者问#

+这和我的性格有很大关系# ,李

巧英说%由于她性格外向开朗%

,))(

年

被村民推选为村妇女主任#

!""!

年村

委换届时% 乡领导考虑到她有群众基

础%熟悉村里情况%又有工作能力%便

建议她竞选薛庄行政村党支部书记一

职%后来顺利当选#

薛庄行政村共有
'

个自然村$

$

个

村民组% 其中
!

个自然村以前道路不

通% 村里的农产品卖出去的价格比别

的村便宜% 买进来的东西又比其他村

的贵%原因在于路太难走了#

李巧英上任后把修路作为头等大

事% 可当她找到县公路部门领导说明

来意时% 对方却说)+政策上可以向你

们村倾斜% 可十来万的配套资金你们

去哪筹集. ,李巧英说)+我保证在
'

个

月内凑齐,#

说干就干%李巧英立即带领村+两

委, 班子成员和群众代表踏上了 +化

缘,之路# 从广州到北京%在近两个月

的时间里%去过多少城市%见过多少老

乡%连她自己都很难记清#

+一路走来%其中的苦一两句话也

说不清% 不过能为村里换来一条柏油

路%值了/ ,李巧英说%+每到一个城市%

不管是在外打工还是当老板的薛庄

人%听说要为村里修路募款%他们都积

极捐款,# 她的辛苦为村里换来
*$"""

元修路善款#

!"")

年
,,

月%一条贯穿

全村南北两公里长的柏油路修通了#

这条路修到了群众的心坎上 %群

众对她的认可和支持%让她更有信心$

更有激情继续走下去#

自学成才重教育

李巧英是位非常勤奋好学的 +村

官,# 年轻时只上过中学的她深知 +知

识的力量,%村里工作再忙%她都会挤出

时间读书看报% 不断用知识充实自己#

通过努力%

!",,

年她拿到了大专文凭#

李巧英对知识的理解和认识 %使

她的内心始终有着+再穷不能穷教育$

再苦不能苦孩子,的观点#

记者之前在薛庄村采访时% 发现

这个村的小学建得非常漂亮# 村民们

告诉记者% 这所小学始建于
,)($

年%

!","

年以前小学教室全部成了危房%

学生不能按时上学% 有的班级租用民

房上课% 有的家长把孩子送到亲戚家

上学%这让李巧英非常着急#

!"")

年
(

月% 李巧英结识了在广

州经商的王汉老板% 她向王汉说明了

建设家乡学校的想法# 这位老板被她

的精神感动% 并联合其他人捐款
',

万

元# 随后%在李巧英的带动下%全村党

员干部群众踊跃捐款
%

万多元% 新建

了一栋标准化教学大楼% 孩子们搬进

了宽敞明亮的新教室#

和谐发展新薛庄

李巧英也有着女性细腻的一面 #

李巧英经过观察发现% 随着在外务工

人员的增多%村里留守妇女$留守儿童

逐年增加# 为让留守儿童得到更多的

关爱$给留守妇女提供更多帮助%李巧

英组织成立了村妇女协会 $+爱心妈

妈, 帮扶队% 在全村妇女中选出
*

名

+爱心妈妈 ,%每位 +爱心妈妈 ,负责
(

名到
*

名留守儿童% 义务关心孩子们

的日常生活和学习% 帮助孩子们做家

务等活动%使留守妇女儿童在家安心$

务工人员在外放心#

在村民心目中% 李巧英不仅是一

位称职的+村官,%她还是一位孝顺媳

妇#该村村民王志来告诉记者%

!","

年

,

月%在她的倡导组织下%薛庄行政村

老年基金会$老年协会相继成立# 在自

己家庭并不富裕的情况下 % 她拿出

!"""

元作为基金会的启动资金# 春节

期间%村里外出务工的村民返乡了%她

忘记和家人团聚% 逐户到他们家里做

工作%为基金会募集资金#

!",,

年% 李巧英又办起了种养并

举的巧富专业合作社#

!",'

年%该村成

功流转
%""

百亩土地作为高效农业示

范田% 为增加农民收入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

"光环$背后是辛酸

+感动西华十佳女性,$+周口市第

三届十大女杰,$河南省+五一,劳动奖

章获得者%多次被评为+优秀党支部书

记,$+优秀人大代表,等%这些荣誉是

对李巧英工作的认可与肯定# 但在这

些光环背后%这位坚强的+女汉子,有

多少辛酸%大家却很少知道#

积劳成疾%身患腰椎间盘突出$高

血压*修路期间%为缓解劳累和压力%

她借酒入眠* 为帮助村民薛某处理一

件棘手事% 她放弃照看因不慎摔成重

伤住院治疗的女儿00

提起这些% 李巧英反而为自己的

丈夫王喜来感到内疚# 她说) +村里

的工作琐事多% 家务事全都交给了丈

夫% 但他这些年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

作为一名女性% 如果没有家人的理解

与支持% 根本无法担任村干部一职#,

李巧英没有辜负家人背后的默默

支持与付出% 她说)+我只是群众的通

讯员$党委政府的信息员$上级的传达

员$政策的落实员%当好这1四员2%就

不会让群众背后戳脊梁骨% 就对得起

家人的付出/ ,

本报讯 !记者 王泉林 通讯员 史

晓康"

$

月
'"

日% 能容纳近千人的扶

沟县人民会堂座无虚席% 张伟同志先

进事迹报告会正在这里举行# 扶沟县

副科级以上干部和教育工作者聆听了

报告#

台上%

%

位报告团成员满含深情%

分别从不同方面再现了同事眼中的张

伟$ 家人眼中的张伟$ 媒体眼中的张

伟$ 学生眼中的张伟00讲述着张伟

同志在不同的时间与地点留下的感人

故事# 台下% 听众聚精会神% 许多人

把一个个小故事$ 摘录要点记在笔记

本上#

+张伟带给了我们久违的心灵感

动/, +张伟身上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宽

广胸襟% 永远艰苦奋斗$ 永远严格自

律 /, +共产党员就应该是张伟这样

的/, +我们应该向他学习% 去做一个

高尚的人% 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报

告会现场% 许多人听完报告都激动不

已# 通过报告% 大家真真切切地感受

到了一位优秀干部$ 一位老共产党员

扎根基层$ 一心为民的公仆情怀% 脚

踏实地$ 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艰苦

奋斗$ 节俭清廉的政治本色% 大德大

爱$ 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

白潭镇党委副书记赵红岩听完报

告激动地说) +张伟同志先进事迹报

告朴实无华$ 令人奋进% 使我受到一

次深刻的思想教育$ 精神激励和灵魂

洗礼# 报告会很有教育意义% 非常必

要#,

广大干部纷纷表示要向张伟同志

学习% 牢固树立 +逢先必争$ 逢奖必

夺$ 勇创一流, 的工作精神% 以作风

建设新成效汇聚起推进富民强县的正

能量%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积极贡献

力量#

! 女 村 官 " 李 巧 英
记者 张猛 通讯员 胡新生 杜林

本报讯 !记者 宋馨"

$

月
!)

日下

午%市药学会组织我市部分药品生产经

营企业向市红十字会举行 +爱心助老,

捐款活动# 副市长$市红十字会会长张

广东参加捐款仪式#

仪式上%张广东代表市红十字会对

我市医药界参与此次捐款活动表示感

谢%认为此次捐款是弘扬中华民族扶危

济困的传统美德%是关爱老人的具体行

动#他说%自
'

月
!"

日市红十字会爱心

助老百千万活动启动后%全市企事业单

位爱心在凝聚% 他们踊跃捐款捐物%向

孤寡老人$空巢老人和失独老人敬献孝

心$奉献爱心$送去关心%用实际行动提

高困难老年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让他们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尊老

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市红十字

会组织开展此项活动旨在提高广大老

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让更多的老

人享有尊严$受到尊重%营造全社会尊

老爱老的良好氛围#他希望我市药品生

产经营企业积极以企业的爱心善举来

反哺社会%并把慈善捐赠作为一项长期

活动坚持下来% 向那些急需帮助的困

难群体伸出援助之手% 用诚心$ 真心$

爱心为我市慈善事业的发展贡献一分

力量# 同时% 也希望爱心企业和人士

投身 +爱心助老, 公益事业% 推进社

会和谐前行#

当日%我市
(

家医药单位捐赠爱心

款
,$

万元% 全部善款将通过市红十字

会用于+爱心助老,慈善事业#

市药学会举行!爱心助老"捐款活动

张伟先进事迹在扶沟引起强烈反响

!!!!!!%

月
,

日!商水县魏集镇医务人员带着医疗设备下村为农民免费检查身体" #五一$劳动节之际!商水县魏集镇组

织医务人员为农业生产一线的劳动者免费做血常规%尿常规%

-

超%血压等方面的健康检查# !苏建广 摄"

!!!!!!

昨日!项城市贾岭镇无公害瓜果蔬菜种植基地里!菜农&钟点工$正在温棚里管理番茄' 据了解!该镇依托龙头加

工企业和镇村农业合作社!发展了温室辣椒%茄子%黄瓜%西瓜等蔬菜种植!安置了大量的富余劳动力就近就业!每人

每天收入在
("

元以上!促进了农民增收" !张永久 摄"

看政策是否落实 看有无乱收费现象

淮阳县民主监督员!紧盯"!"家单位

本报讯 !记者 宋馨 通讯员 王

学平"

$

月
!*

日下午% 市卫生局召

开机关全体人员会议% 传达学习市

委书记徐光 &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

奋力推进周口崛起富民强市( 专题

辅导报告精神#

市卫生局局长郝宝良要求 %要

认真学习$ 深刻领会并全面把握徐

光书记专题报告的精神实质和丰富

内涵%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徐光书

记的讲话精神上来% 把力量和智慧

凝聚到抓好各项卫生工作的落实上

去%尽职尽责$尽心尽力做好本职工

作# 一是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做好

为民务实清廉承诺践诺活动# 把焦

裕禄精神作为一面镜子% 反复对照

检查 %在信念坚定 $为民服务 $勤政

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等方面作

出具体承诺% 要把作出的具体承诺

落实到思想和行动上% 落实到为民

服务和各项卫生工作中% 做到言必

信$行必果%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二

是领导率先垂范# 坚持带头加强学

习 $带头执行纪律 $带头维护团结 $

带头务实重干$带头廉洁自律%把教

育实践活动组织好$ 引领好$ 落实

好#三是做好边查边改# 要坚持立行

立改%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从群

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改起% 不等不

拖%能解决的马上解决%一时不能解

决的排查原因%创造条件尽快解决%

确实因为体制上的问题% 或需要一

段时间才能解决的% 要做好调查研

究%逐步解决#

%上接第一版&希望越来越多的青年人以你们为榜样%到

基层和人民中去建功立业%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

要的地方%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书写别样精彩的

人生#

!"""

年%响应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号召%河北保定学

院的
,%

名毕业生毅然放弃多家用人单位的录用及继续

深造的机会%带着户口选择到万里之遥的新疆且末县中

学任教# 截至
!",'

年% 这所学校已有
)&

名毕业生在新

疆$西藏$贵州$重庆$四川等地基层工作# 虽然条件艰

苦%但十几年来没有一人退缩%全部扎根在西部大地%参

与见证了西部的改变和发展# 他们的事迹经&光明日报(

报道后引起广泛关注# 近日%这批西部支教毕业生群体

代表给总书记写信% 汇报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表

示%一个人的选择只有契合时代要求$符合人民需要%才

会有意义有价值# 西部需要我们这样的普通劳动者%我

们愿像一棵棵红柳$一株株格桑花一样%扎根西部$坚韧

不拔$甘于吃苦$平实做人%为广袤的土地带去无尽的生

命力#

认真落实!四制"工作会议精神
市委党史研究室

各地各单位认真学习
徐光书记专题辅导报告精神

市卫生局

沈丘县隆重表彰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

本报讯 近日%沈丘县召开表彰大会%隆重

表彰全县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受表彰的
,""

名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来自不同战线%有重点工程建设者$科技人才$

农民工代表$技术工人$专家学者$人民教师$

文艺骨干$政法干警$企业管理者$农村建设带

头人%他们虽然岗位不同%事迹各异%但他们都

能立足本职$勤勉敬业%胸怀大局$积极奉献%

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

大会号召全县人民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

和劳动群众的主力军作用% 充分调动全社会

的干事创业热情% 抓住机遇$ 乘势而上% 奋

发进取$ 埋头苦干% 努力谱写富民强县$ 加

快崛起$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篇章% 早日实

现争当周口崛起科学发展排头兵的目标定位

和建设富强沈丘$ 文明沈丘$ 平安沈丘$ 美

丽沈丘的美好愿景#

(迟驰 李文豪)

中原旅游商品博览会周口商品备受青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