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岳建辉 通讯员 郝

文杰" 为适应新时期网络安全和信息

化工作需求# 商水县委宣传部把加强

信息化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做#

强化职能责任#落实管理制度#促进网

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有序平稳开展$

为规范管理# 完善信息队伍#商

水县从乡!镇"%县直部门抽调了一批

政治素质好%工作能力强%有一定网

络基础的工作人员# 组建了一直
!"

余人的网络信息员队伍#不定期开展

专业知识培训%技能比拼%经验交流

等# 随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提

升业务能力和管理水平$ 同时#积极

开展以&如何加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工作'为主题的宣传教育活动#内容

包括提高认识%增强责任%摆上日程%

开拓创新%强力推进等#真正把网络

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抓实抓好$

作为新闻舆论宣传的主阵地#商

水县委宣传部充分利用中原商水网

这一对外宣传平台# 每天发布信息

#""

余条# 点击浏览量突破
$%&

万余

次# 开辟了群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是

商水县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新闻

发布平台(充分利用县委网络管理中

心#对论坛及县域各个网站的网上舆

论进行有效引导# 并及时为县委%县

政府提供切实有效的舆情报告(通过

该县网站%&一报一刊'等媒体的扩面

增量#商水县形成了相互依托%互为

补充的良性宣传报道模式#并积极借

助大河网%中华龙都网%县政府网等

载体# 不断提升商水对外的影响力#

加强新媒体时代社会沟通能力#实现

群众对宣传系统的新要求%新期待$

商水新闻组版编辑!窦 赢 电话!

!&''&('

!"!"

年
#

月
!$

日 "#$%&')*+,-./$!0%12-

!

自我批评不回避%不掩饰#勇于揭

短亮丑#互相批评真刀真枪%有辣味#革

作风之弊%祛行为之垢$ 近期#按照中

央%省委%市委的统一部署#商水县委书

记孙敬林#县委副书记%县长马卫东和

其他县委常委%县政府领导同志深入到

各自教育实践活动联系点#参加指导联

系点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实地查

摆&四风'问题#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和

自我批评$

3

月
#

日至
!

日# 孙敬林先后深入

练集镇和商水县人社局指导专题民主

生活会$在练集镇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

活会上#练集镇党委书记张军启首先代

表练集镇党政班子进行对照检查#同时

带头进行自我批评#其他领导班子成员

逐个对其开展批评$ 孙敬林认真倾听#

并对查摆出来的问题%形成原因%整改

措施进行点评和分析$ 孙敬林指出#此

次专题民主生活会无论是领导班子和

个人的对照检查材料#还是同志之间开

展的互相批评#都能紧扣主题%坦诚相

见$ 领导班子能主动认领问题#自我剖

析真实有深度#批评和自我批评动真碰

硬#触及了思想和灵魂#达到了预期目

的$ 孙敬林要求#要转化好专题民主生

活会成果#以问题整改为抓手贯穿活动

始终$ 要紧扣问题抓整改%立说立行抓

整改%对照先进抓整改#把整改措施落

实好%把整改承诺兑现好#让群众看到

真改实改的行动和效果$要认真学习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以作风

建设为重点将活动引向深入$要强化公

仆意识#弘扬担当精神#健全约束机制$

要坚持&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始终

坚持统筹兼顾#把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与贯彻落实中央要求和市

委%县委部署结合起来#与本镇各项任

务结合起来#引导党员干部增强改进作

风的自觉性% 增强干事创业的责任担

当#进一步把思想和精力集中到干事创

业上来$

姚集乡是马卫东的教育实践活动

联系点$

(

月
4#

日#马卫东主持召开姚

集乡民主生活会#该乡
(

名党委成员先

后开展个人对照自查#班子成员分别对

其开展批评$ 随后#其他班子成员也一

一展开了直言不讳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在点评时#马卫东结合专题民主生活会

情况和姚集乡工作实际#就如何持续深

入开展实践教育活动提出要求$一要强

化责任意识#持续深入开展好活动$ 清

醒认识&四风'的严重性%危害性%顽固

性%反复性#充分认识中央抓作风%改作

风的坚定决心#确保教育实践活动善始

善终%善做善成$二要紧扣突出问题#打

好整改落实攻坚战$要进一步细化整改

内容%整改措施#拿出任务书#明确时间

表#落实责任人#做到件件有着落%项项

有安排$ 三要坚持敞开大门#让群众监

督评议整改成效$要认真开展好群众评

议工作#整改内容向社会公布%整改过

程让群众监督% 整改效果让群众评议#

把整改落实的着力点放在解决人民群

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上$四要注重建章立

制#巩固和拓展整改成果$ 要坚持抓基

础抓长远#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

化$

与此同时# 商水县领导李德来%杨

继鲁%孙培忠等其他县级党员领导干部

也分赴各自联系分包点#指导召开专题

民主生活会$

一次触及灵魂的党性洗礼
)))商水县领导到联系点指导专题民主生活会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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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

日下

午# 商水县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

组第一次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孙敬林#县

委副书记%县长马卫东等领导参加会议$

孙敬林指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

是事关国家安全%政权安全和国家发展#事

关广大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的重大战略问

题$商水是网络大县#网民总数达
&4

万#居

全市第三位$ 然而#由于网络基础设施薄

弱%网民素质参差不齐%领导干部对网络媒

体的应对能力不强#促使全县各级各部门

要清醒认识当前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

面临的严峻挑战#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省

委%市委会议精神#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发

展意识%忧患意识#增强责任感%紧迫感#统

筹各方%主动作为#开拓创新%真抓实干#为

加快实现商水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

会上#马卫东传达了中央%省委%市

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

议精神$ 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韩林就*县

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工作规

则+和*县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

!5$6

年工作要点+作了起草说明$

商水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
召开第一次会议

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是在群众!家门口"开展的#与群众关系

最紧密$最直接#不仅有!天下之忧"的大

事#更少不了!鸡毛蒜皮"的小事% 活动开

展得好不好#群众说了算% 因此#要使教

育实践活动见实效# 就需要各级干部着

力解决好群众身边的小问题$小毛病$小

事情#在!小事小处"上见真功%

民生小事不能!小视"#件件关系群

众利益% 要克服轻视思想$政绩心态$畏

难情绪#从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做起$从群

众最反感的地方改起#一件一件地抓$一

项一项地推#积跬步致千里$积小胜为大

胜#以实绩赢得群众满意%如果把民生小

事看得微不足道# 认为没有什么价值而

不理不睬# 那么便错了# 直接伤害了民

心% 因此#只有做好民生小事#满足群众

的民生诉求#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让群

众真正达到满意# 才能更好地践行党的

群众路线%

民生无小事#小事连全局#小事连民

心% 群众评判教育实践活动的成败#主要

是看小问题解决了没有% 既然发现了问

题#就要拿出有效措施进行整改% 改善民

生下了真功夫$做了真文章$见了真效果#

人民群众才会买账$才会满意$才会认可#

群众工作才算做到了家%民生小事解决不

了$解决不好#纵然是干了许多轰轰烈烈

的!大事"#群众也是!难买账"#最终止于

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上%

"阳城时评

在民生小事上见真功
!

岳建辉

本报讯 !记者 岳建辉 通讯员 魏林

李梦夏" 为进一步规范烟花爆竹市场#

近日# 商水县公安局姚集乡派出所在市

排爆专家的指导下# 对查处的
&55

多斤

非法烟花爆竹引线进行集中销毁$

此次非法烟花爆竹的集中销毁点#

设在姚集乡一处空旷地带$ 记者在现场

看到#在市排爆专家的指导下#姚集乡派

出所的公安干警们紧张有序地排放鞭炮

引线#并对附近群众进行清场#为销毁非

法烟花爆竹做好安全准备$随后#公安干

警点燃引线#火势由小到大$在近半个小

时的火光和浓烟中 #

&55

多斤非法爆竹

引线化为灰烬$

姚集乡派出所所长胥国强说#近期#

按照县公安局的统一部署# 姚集乡派出

所重拳出击# 对可能非法生产烟花爆竹

的重点村庄和院所进行逐门逐户的排

查$截至目前#查处一个非法生产销售烟

花爆竹的窝点#查获了大批生产原料%生

产工具和成品%半成品鞭炮$ 其中#银粉

&!5

斤%硫磺
#'5

斤%高氯酸钾
45

斤%爆

竹引线
&55

多斤% 半成品炮盘
!5

余万

响%成品炮
45

余万响$

本报讯 !记者 岳建辉" 为了推动妇

幼健康服务工作更好发展# 进一步提高

商水县妇幼健康服务水平#

3

月
0

日#商

水县妇幼健康技能竞赛在县人民医院举

办$

此次竞赛的主要内容有围产保健%

妇女保健%儿童保健%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知识#包括理论考试%实践技能操作%知

识竞答三个环节$ 商水县医院% 县中医

院%县妇幼保健院%县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站%

!#

个乡镇卫生院的专业技术人员共

3&

人参加了竞赛$ 通过理论考试%技能

操作和知识竞答等形式# 决出了围产保

健%妇女保健%儿童保健%计划生育技术

服务四个项目的第一名# 县妇幼保健院

获得了优秀组织奖$

通过此次竞赛的举办# 切实提高了

妇幼卫生工作者的理论水平和操作技

能#充分展现了其勤奋好学%爱岗敬业%

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本报讯 !记者 岳建辉" 为做好夏季

市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商水县商务局

积极开展夏季食品安全专项整治 &夏日

行动'执法大检查#以保障人民群众&舌

尖上的安全'$

此次&夏日行动'以生猪定点屠宰场

为重点# 全面检查确保肉品质量安全各

项规章制度的落实和台账管理情况#从

源头上消除一切可能带来的食品安全隐

患$为进一步提高群众食品安全意识#该

局在集贸市场悬挂横幅
!5

幅#发放*夏

季食品安全知识+

&55

多份#开展法律法

规宣传# 营造了城乡居民关注夏季食品

安全的良好氛围$该局认真落实
!6

小时

值班制度# 确保
#!4#!

举报投诉电话畅

通#并做好应急管理工作#及时上报夏季

疫情动向和较大突发事件$ 商务执法大

队除对各定点屠宰场
7

点
8

进行不定期检

查外# 还对城乡结合部的私屠滥宰易发

地加强了执法检查$

&夏日行动'开展以来#共出动稽查

车辆
4$

辆# 派出执法人员
$&"

余人次#

捣毁黑窝点
!

个# 有效遏制了私屠滥宰

行为#确保人民群众吃上放心肉$

盛夏时节# 走进商水县化河乡金

芳生态莲藕种植基地# 粗壮的莲茎托

举着硕大的荷叶与含苞待放的荷花在

微风中荡起层层碧波# 形成一道亮丽

的风景#同时也昭示着丰收与希望$

站在基地中央的池埂上#抬头远

望# 碧绿的荷叶连成一片# 看不到边

际#微风迎面吹来#碧绿的荷叶轻轻摇

动#粉红的荷花露出了笑脸#美丽的蝴

蝶%漂亮的蜻蜓#轻轻地落在荷花上#

一动不动#它们相互衬托%相互点缀#

似七彩油画般让人陶醉$ 三五结群的

老人%孩子和青年男女常来这里游玩#

欣赏这&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

上头(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

红'的曼妙美景#品味荷花的芬芳和莲

叶的清香#分享着即将丰收的喜悦#同

时用手机把自己的笑容% 倩影永远定

格在这梦幻般的田园风光之中$

金芳生态莲藕种植基地是由化

河乡宁楼村青年农民李全义创办的$

$''3

年#李全义和妻子在广东东莞摆

摊卖小吃#挣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打工期间# 李全义发现莲藕市场需求

很大#且市场前景很好$ 后来#他只身

到山东考察学习# 很快掌握了池藕种

植技术$

!""3

年回到家乡后#李全义

便开始着手流转土地种植莲藕# 从当

初的
$"

亩发展到
$&"

亩$莲藕试种成

功后# 李全义又尝试着在藕池里放养

泥鳅#形成了&水底有莲藕#水中有泥

鳅'的混养模式,种植莲藕的农家肥释

放出微生物供泥鳅食用# 泥鳅的粪便

又可以滋养莲藕生长#一举两得$按照

现在的市场价格# 种植一亩莲藕可收

入
$94

万元#加上套养的泥鳅#除去种

苗%土地租金%工人工资等开支#总收

入达
!

万多元$ 李全义在泥池里趟出

了一条致富路$

!5#!

年#在李全义的带动下#化河

乡成立了金芳生态莲藕种植专业合作

社#入社农户达
45

多个#池藕种植面

积迅速发展到
455

多亩$ 在此基础上#

商水县今年又建成了农科所
#55

亩和

化河军红家庭农场
#55

亩两个莲藕种

植示范园区$ 如今#

&55

多亩生态莲藕

长势良好#不仅有较强的观赏性#也给

种植户带来了丰收的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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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治凯" &妻子在镇服装厂打工#年

收入近
!

万元#我在家里干农活和木

工活#年收入有
4

万元#通过-一家两

制.# 一年下来收入
&

万元是很稳定

的$ '近日#商水县练集镇耿楼村村民

耿福才和记者说起家中的经济收入

时喜上眉梢#&发家致富也要好好调

整思路#分好工%唱好戏#不然的话就

要落后了/ '

耿福才说,&我妻子认为自己有缝

纫手艺#就要为家庭多挣份收入$地里

的活我自己一个人完全可以忙得过

来$ 这样一来# 不仅家里的农活有人

干#还额外多了两份收入#一份是妻子

的务工收入# 一份是我自己干木工活

的收入#这可是顾家%增收两不误$ '

今年初#被村里人称为&庄户老

行家'的张庄村村民张明玉也被妻子

送上了去杭州打工的班车$张明玉的

妻子说,&我丈夫头脑灵活#种地确实

是个行家#这几年家里收入不错$ 但

现在#村里的农机合作社有小麦收割

机%旋耕机%喷灌机等机械#还有农活

钟点工服务队提供上门服务#我自己

在家就能应付这些农活$让我丈夫外

出打工不仅可以为家里多挣份收入#

还可以打探外地市场行情#是一件两

全其美的事$ '

如今#在练集镇农村#&一家两制'

家庭有
#555

多户$这些家庭成员分工

明确#有人在家搞种植%养殖#有人外

出务工或经商# 这样一来# 农田有人

管#市场有人闯#既可规避市场风险#

又可确保收入均衡# 增收渠道也越来

越畅通$

为了群众"在一线

本报讯 !记者 岳建辉 通讯员 苏

建广" 在第二期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中#商水县魏集镇领导干部深

入最困难 %最边远 %最特殊的家庭开

展走访活动#了解新形势下群众的企

盼和需求# 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真正做到工作在一线%发现问题在一

线 %解决困难在一线 %形象树立在一

线$

魏集镇是一个综合性城镇#遇到

的信访问题尤为突出#涉及的生产生

活困难较多#经济发展不平衡$ 为此#

魏集镇党委%纪委把信访人和困难群

众等群体确定为重点走访对象#对困

难户 %专业户 %计生户 %军烈属 %老党

员%老干部%上访户等做到&五必访五

必问 '#纵向到底 %横向到边 #不漏一

户应该走访的家庭#基本实现了全覆

盖#走访活动解决了许多具体问题$

该镇坚持把群众反映的突出问

题作为检验走访活动效果的首要标

准$ 截至目前#全镇领导干部共走访

困难户%计生户
65

余户#走访老党员%

老干部
#53

人# 走访上访户
!!

户#累

计收集问题八大类
40

个# 解决问题

45

个#吸纳意见
!4

条$

魏集镇!走访带来新气象

本报讯 !记者 岳建辉" 为深入

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使

工会服务工作更加贴近基层%贴近群

众% 贴近老百姓生产生活实际 #

3

月

份# 商水县总工会赴各乡镇举办
##

次送培训下乡活动 # 培训群众
#655

余人#受到了当地群众的普遍欢迎$

培训期间#来自各镇的基层工会

干部和农民工代表齐聚一堂 # 聆听

法律专家授课 $ 受邀专家结合自己

多年工作实践 # 传达解读了党的十

八届三中全会等重要会议精神 #详

细讲解了 *劳动法 +% *工伤保险条

例 +% *农村土地承包法 + 等法律法

规 # 重点宣传了农民工外出务工法

律维权知识 # 特别强调了如何理性

合法表达合理诉求$

受训群众纷纷表示# 通过培训#

不但学到了法律知识 # 更懂得了如

何依法表达诉求和维护自身权益 $

这样有益的培训活动应该多举办一

些#帮助农民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县总工会!培训下乡受欢迎

本报讯 !记者 岳建辉 通讯员 王

坤峰" &县发改委驻村工作队为我们

送来的这份大礼太珍贵%太及时了$我

们更有信心抓好秋粮管理# 夺取全年

粮食大丰收啦/ '

3

月
0

日#商水县郝

岗乡西黄行政村党支部书记黄金山在

领到商水县博能燃气公司送来的潜水

泵%发电机等机械后高兴地说$

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过程中# 商水县把百村集中整治作

为&自选动作'#县发改委进驻到郝岗

乡西黄%陈坡%千刘三个行政村$ 在了

解到部分群众缺少抗旱喷灌机械这一

情况后#县发改委积极发挥自身优势#

联合商水县博能燃气公司开展免费为

农民送喷灌机械活动#为西黄%陈坡%

千刘三个行政村送去了潜水泵% 发电

机等共
65

套#价值
0

万多元$

郝岗乡党委书记毛茹说# 县发改

委驻村以来#为西黄%陈坡%千刘三个

行政村做了大量的好事实事# 特别是

这次为群众免费送喷灌机械# 解决了

群众的燃眉之急# 切实把党的温暖送

到了群众的心坎上$

县发改委!为群众送"厚礼#

为着力提高葡萄的品质和产量#商水县积极引进美人指$红地球等新品种#亩均

效益达
#9&

万元#有效增加了农民收入%图为商水县城关乡双庙村村民郭修理一家正

在采摘有机葡萄#准备上市% 记者 岳建辉 通讯员 刘飞 摄

商水集中销毁
非法烟花爆竹引线

商水举办
妇幼健康技能竞赛

商水开展
食品安全整治#夏日行动$

商水县多举措加强网络信息化工作

#记者走基层 美丽乡村行$之十四

李全义!泥池里趟出致富路
!

记者 岳建辉 通讯员 张长河 陆大龙

练集镇!"一家两制$巧致富

3

月
#6

日#商水县文联驻村工作队员韩丽深入汤庄乡张楼村#走村串户#访贫问苦#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提升

基层党组织带动发展$服务群众的能力% 记者 岳建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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