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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岳建辉 通讯员刘鑫

洋" 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开展以来#商水县大武乡注重实际#抓出

成效# 做到在整改落实中建章立制$在

%账清事结&中解除民忧'

在整改落实中建章立制( 一是建立

健全考勤制度( 该乡认真落实上下班签

到制度$请假制度#确保机关干部按时上

下班# 充分保证工作时间# 严禁擅离职

守(二是积极改善工作作风(该乡切实加

强作风建设#不断改进工作作风#积极树

立政府工作人员的良好形象( 实行亮牌

上岗# 改善工作态度# 自觉接受群众监

督( 禁止使用公务电脑做与工作无关的

事情(三是强化督促检查(该乡成立督查

小组#不定期对机关人员进行督查#发现

问题# 及时制定整改措施# 认真进行整

改(

在%账清事结&中解除民忧( 一是建

立%民情账&( 该乡围绕作风转变$惠民政

策落实$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开展%六必

访六必问&活动#全面收集民忧( 二是建

立%责任账&( 该乡将搜集梳理出来的民

情问题#按照具体工作逐一分解#实行责

任%捆绑&#着力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三

是建立%实效账&( 该乡实行跟踪问效#严

查只说不做的%混事官&#做到事前有计

划$事中有监督$事后有反馈( 截至目前#

该乡共收集群众意见建议
!"

条#解决
#$

条(

!账清事结"解民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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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岳建辉 通讯员 邓宏

安" %三秋&时节#商水县姚集乡做好秸

秆回收利用工作#既增加了农民收入#又

从源头上消除了安全隐患(

为切实做好秸秆禁烧工作# 该乡与

农户签订秸秆清运协议# 引导农民把秸

秆清运到指定堆放点或收购点# 对乱堆

乱放者给予一定的经济处罚( 各行政村

要组成帮扶工作队# 帮助残疾人$ 特困

户$ 外出务工户等进行秸秆清运( 规定

%&&&

口人以上的行政村 # 要回收秸秆

%&&

吨以上)

%&&&

口人以下的行政村#要

回收秸秆
!&

吨以上#对完成任务村的支

部书记$挂点领导和经纪人给予奖励(同

时要设立秸秆堆放点和收购点(

'&&&

口

人以上的行政村设立
'

个占地
%&

亩以

上的秸秆堆放点或收购点#

'&&&

口人以

下的行政村设立
%

个秸秆堆放点或收购

点#并要找好经纪人#配好叉机( 全乡设

立秸秆堆放点
#"

个# 拥有秸秆经纪人

($

人( 该乡还与上蔡生物发电厂市场

部$燃料部建立联系#邀请他们实地察看

秸秆堆放情况#洽谈有关秸秆回收事项#

签订秸秆回收合同
($

份(该乡新购置大

型粉碎机
"

部$打捆机
#

部#每部大型粉

碎机日粉碎秸秆
!&

余吨(该乡还组成四

个督查组# 每天至少两次带队到田间巡

回督查人员到岗到位和秸秆清运及堆放

情况(

目前# 全乡
!

万亩玉米秸秆已粉碎

还田
'

万亩)

%

万亩秸秆用于群众生活

自用 )

'

万亩秸秆回收存放 ( 截止到
#

日#已有
%!

个堆放点存储秸秆达百吨以

上#全乡共收集堆放秸秆
(&&&

吨( 预计

今秋秸秆回收可达
"&&&

吨# 创造价值

%"&

多万元(

姚集乡!秸秆处理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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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岳建辉 通讯员 李斌

斌" 为推进整改落实$回应群众期待#商

水县黄寨镇建立了%两清单一公示&整改

工作机制# 列出整改清单和制度的废$

改$立清单#广泛接受干部群众监督#让

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

列出整改清单# 把整改工作落到实

处(针对群众反映和领导查摆出的问题#

该镇列出整改清单# 对谁负责改$ 改什

么$怎样改$什么时间改$改到什么程度

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 ( 针对征求到的

%'$

条群众反映的意见建议# 该镇分别

建立整改工作台账# 逐一制定具体解决

措施$工作标准#明确完成时限和具体责

任人#做到解决一个$销号一个(

列出制度清单# 进一步加强制度建

设( 该镇以实施阳光用权工程为统领#着

手进行制度的废$改$立工作#着力从制度

层面促使问题整改常态化$长效化( 为了

更好地联系服务群众#该镇建立健全干部

联系服务群众$创建服务型党组织$畅通

群众诉求渠道等系列制度(

公示整改情况# 请群众监督评议(

该镇采取公示栏亮 $承诺书示 $滚动屏

幕晒等方式#将群众反映问题的解决情

况$制度建设情况和便民利民措施完善

情况#分期分批通过公示栏$调频广播$

电子滚动屏幕等向社会公开公示#请群

众监督和评议( 目前#镇领导班子和班

子成员个人整改成果已进行了公示( 该

镇还将对已整改问题进行满意度测评#

凡群众不满意的# 坚决进行 %补课&或

%返工&#确保教育实践活动取得群众满

意的实效(

!两清单一公示"求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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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岳建辉 通讯员 邓宏

安 马慧娟" %以前#我们村里这条路损

坏得很严重#群众出行很困难(我们老百

姓日日想$天天盼#什么时候能把这条路

修好( 现在好了#这条路终于修了#我们

老百姓感谢党$感谢政府(这条路不仅成

了我们的致富路#也是一条民心路( &日

前#在道路施工现场#商水县姚集乡庞庄

村村民庞开荣高兴地说(

姚集乡地处商水县东南部# 距县城

)

公里#与上蔡县相邻( 境内通乡公路修

建于
(&

年前#由于年久失修#道路坑洼

不平#晴天成了%扬灰路&#雨天成了%水

泥路&#对此#群众非常不满#强烈要求修

路( 该乡党委书记朱赫多次进行实地调

研#仔细察看村容村貌#听取村民意见#

多方争取项目资金
*&&&

余万元#对全乡

#&

多条道路进行修整#现已修好段堤园

区$ 龙塘河$ 庞庄等
"

个行政村的水泥

路#其他村正在筹建中(今年下半年至明

年上半年 #

#&

多条道路将全部整修完

毕(

为民修路暖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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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商水县汤庄乡派出所民警到汤庄小学!向广大学生讲解反邪教知识"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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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岳建辉 通讯员 高玉

贵" 为深切缅怀烈士的不朽功绩#表达

继往开来$ 持续奋斗的坚定信心#

)

月

(&

日上午 # 商水县在烈士陵园举行

'&%#

年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县委书记

孙敬林$县委副书记李德来$县人大主

任杨继鲁$县政协主席孙培忠$原县政

协主席时祖瑜等县四大班子领导$县直

单位一把手$各乡镇!场$办$区"主要负

责同志以及烈属$驻商部队官兵和退伍

老战士代表等社会各界人士
(&&

多人

一起参加公祭活动(

当日上午
)

时许#县委常委$常务

副县长杜希敏宣布商水县
'&%#

年烈士

纪念日公祭活动开始(

$

名武警官兵正

步走向人民英雄烈士纪念碑#威严肃立

于纪念碑两侧#公祭现场奏唱*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歌+# 全体人员向为中国人

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而英勇

献身的烈士默哀#

'&

名少先队员献唱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随后#孙敬

林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在社会各

界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的花篮前驻

足#神情庄重#整理花篮缎带#并带领参

加公祭活动的全体人员向烈士纪念碑

三鞠躬( 最后#在县四大班子领导的带

领下#参加公祭活动的全体人员怀着对

先烈的崇高敬意瞻仰了人民英雄纪念

碑(

据统计#目前#商水县共有商水籍

烈士
'"*

名( 另外#还有
"#%

名无名烈

士散葬在商水县境内(

商水举行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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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岳建辉"

%&

月
!

日下

午#国庆长假期间#县委副书记,县长马

卫东深入到田间地头# 详细询问百姓秋

收情况# 实地察看秋季秸秆禁烧工作开

展情况(

在汤庄$张庄$谭庄$张明$郝岗$黄

寨$练集等地#马卫东认真听取汇报#实

地察看秸秆还田情况#详细了解%三秋&

生产$秸秆禁烧措施和推进情况#并认真

分析当前秸秆禁烧形势(马卫东指出#焚

烧秸秆不仅影响到交通安全$大气环境#

而且直接影响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对禁烧工作# 各乡镇一定要要强化责任

意识#严格按照县委$县政府的要求#落

实责任#切实抓好禁烧工作#给群众创造

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马卫东强调# 全县各级各部门要坚

决克服麻痹思想和厌战情绪# 切实增强

紧迫感和责任感#搞好协调服务#加快秸

秆清运# 严格落实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

合利用工作部署# 教育和引导群众增强

环保意识#积极保护生态环境(要加强督

导和巡查#落实奖惩制度#抓好秸秆综合

利用工作#发展秸秆经济#让农民从中得

到实惠(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引导力度#严

格落实防火责任制# 增强广大群众禁烧

秸秆和安全防火的自觉性# 加大对秸秆

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的宣传力度# 科学

谋划好秸秆收储点建设# 多渠道开展农

作物秸秆的综合利用# 努力提高秸秆综

合利用率# 确保全面完成秋季秸秆禁烧

和综合利用各项工作任务(

马卫东察看秸秆禁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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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一到假期就发愁#俺孙子

不是在家看电视# 就是上网吧玩游

戏(现在好了#乡里有了-红色网吧.#

再也不担心孩子学坏了#他爸妈在外

地打工也放心了/ &

%&

月
#

日#在商

水县汤庄乡%红色网络教育家园&里#

訾庄村村民周平均指着正在上网的

孙子兴奋地说(

据悉#%红色网络教育家园&是结

合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平台#以

%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为主旋律#

依托公共电子阅览室#免费为党员群

众提供学习交流,信息查询,技术培

训,休闲娱乐等服务#是新形势下引

导党员群众主动接受红色教育,关注

主流声音, 强化基层党建的信息平

台(

汤庄乡是周口市%红色网络教育

家园&工程的先行试点( 高标准配置

电脑
$

台#全部采用%红色网络教育

家园&统一风格#突出主流网站网址)

每天开放不少于
$

小时#节假日不休

息#方便党员群众随时上网)设立未

成年人服务区#安装过滤软件#屏蔽

不良信息#确保未成年人健康上网(

%自从-红色网络教育家园.开通

以来# 不仅为党员群众传播了正能

量#也为我们基层党组织服务党员群

众提供了新平台( &该乡党委书记单

正义说#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中#不少党员都选择到%红色网络

教育家园&查看最新评论,观看先辈

事迹等( 截至目前#汤庄乡%红色网

络教育家园&已接待党员群众
"!&

余

人次#利用%红色网络教育家园& 开

展惠民活动
#

次(

如今#%红色网络教育家园&已

成为汤庄乡党员群众学习教育的信

息平台#成为%双提升,双服务&!以

提升党员素质带动提升群众素质#

以服务党员致富带动服务群众致

富"的党建阵地#畅通了党群,干群

互动渠道#强化了党组织服务功能#

成为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的新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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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张翠绿泛黄, 光泽肥厚的

叶片耀人眼目) 一垄垄高低一致的

烟棵随风摇摆) 一个个留守妇女在

一米多高的烟田里来往穿梭#采摘,

收集,装运)烟田边#一座座新型炕房

整齐划一#巍然耸立00昨天下午#

记者在商水县练集镇梁寨村村民计

久才家集中连片种植的烟叶高产示

范田里看到了一幕幕美好热闹的场

景(

%俺这
'&&

多亩烟叶#如果不出

什么意外# 一亩地单产少说也能达

到
(&&

公斤#按每公斤
%&

元计算#这

一季下来#毛收入
*&

万元没跑00&

满手都是黑色烟油# 正在往农用车

上装烟叶的计久才笑着说(

%是啊#如果你今年大规模种植

烟叶成功了# 明年咱村还要建立两

个这样的示范基地( &站在一旁的梁

寨村村支书苑中明接过了话茬(

%哎呀/ 没啥天灾人祸#

%&&5

会

成功的(你想想#咱村群众本来就有

烟叶种植的传统技术( &计久才说(

%计久才作为返乡农民工#去

年# 先后两次参加了县工商联举办

的实用技术培训班(前不久#我们又

帮助他向县烟草局,电力部门申请,

新建了
(&

个现代化标准烟炕#专门

安装了一台
!&67

的变压器( 国家

烟叶价格上涨# 地方政府还有各种

优惠政策和财政补贴# 烟叶收购站

马上就要开磅了( &陪同采访的主抓

农业的练集镇副镇长李保国说(

不远处的田间杨树荫下#一些钟

点工三个人一组,五个人一班#用绳

子打捆烟叶#以备装坑烘烤( 梁寨村

妇女主任闫冬霞告诉记者1%这些钟

点工大都是本村和邻村的#她们就像

服装厂里的-计件工.一样#采烟,连

烟,装炕,出炕,分级,挑烟和捆烟#都

按量计酬#多劳多得#一般一炕烟叶

下来#每人可以收入
#&&

多元( &

"记者走基层 美丽乡村行#之十八

!红色网络教育家园"亮相汤庄
!

记者 岳建辉 通讯员 张善功

烟叶田里话丰收
!

记者 岳建辉 通讯员 闫志凯 李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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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岳建辉 通讯员

刘振杰" 近日#商水县固墙镇充分利

用秋收的有利时机#多举措做好土地

流转工作(

广泛宣传发动(该镇组织包村干

部深入到田间地头# 对发展家庭农

场,特色种植,规模养殖等实施的优

惠政策进行广泛宣传#鼓励农户发展

特色种植,规模养殖(同时#利用在外

务工者多的有利条件#详细了解土地

流转信息# 与有关人士积极接洽#宣

传固墙镇的优惠政策,地域优势(

强化工作责任( 该镇要求#在土

地流转工作中要负起责任#给包村干

部,村三要职定任务,压担子( 在生态

农牧示范区内的
$

个行政村# 每村土

地流转面积不少于
'&&

亩(

$

个扶贫

村按照各自的承诺#在本村土地流转

面积不少于
%&&

亩# 特色种植不少于

'&&

亩( 凡没有按照承诺完成流转任

务的# 对其扶贫村资格进行调整( 其

他各行政村特色种植面积不少于
%&&

亩( 对完成任务的行政村在目标管理

考核中给予加分#否者予以扣分(

在开展土地流转工作中# 该镇出

台优惠政策#凡在示范区内新建一个
#

亩以上的蔬菜大棚# 验收合格后给予

#&&&

元的补贴# 同时协调上级惠农资

金#修通示范区内的道路#为其打井,

修桥#进一步改善生产条件#为土地流

转大户提供良好的生产经营条件( 截

至目前#该镇已成功流转土地
!&&&

多

亩#为农民增收培育新的增长点(

固墙镇#抓住有利时机 做好土地流转

!!!!!!

&十一$国庆长假期间!两位游客在商水县邓城镇天力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里采摘葡萄% 据了解!该合作社是由邓城

镇大学生村干部'&最美村官$张耀带领村民创办的!占地
%"&

余亩" 每逢节假日!前来旅游观光和采摘葡萄的游客络绎

不绝!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岳建辉 刘飞 摄

!!!!!!

本报讯 !记者 岳建辉" 连日来#伴

随着商水县夏粮丰收的喜讯#人们惊喜

地发现#焚烧秸秆,烟雾弥漫的景象少多

了(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今年#商水秸秆

禁烧工作堵疏结合,措施得力#越来越多

的农民接受秸秆还田#加之土壤墒情好#

农民忙着抢收抢种# 田地里看不到烟雾

缭绕的景象了(

记者了解到# 商水县各乡镇都制定

了关于禁烧秸秆的管理办法# 并悬挂了

%点燃一把火#罚款
'&&&

元&的横幅#张贴

了%点谁罚谁#谁点罚谁&的宣传标语( 无

论如何# 这些宣传在某些程度上确实对

各地焚烧秸秆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

在郝岗乡# 记者没有发现焚烧秸秆的现

象( 一位村民告诉记者#在他们村#如果

发现谁家烧秸秆#轻则罚款#重则拘留(

同时# 该县其他乡镇探索把秸秆禁

烧与沼气建设,秸秆发电,畜牧养殖,食

用菌生产等结合起来# 提高农作物秸秆

的综合利用水平# 从源头上解决焚烧秸

秆问题(

商水多策并举促禁烧

!!!!!!

焚烧秸秆不仅严重污染大气环境!

而且带来安全隐患!社会关注度高" 对

此 !商水县委 '县政府高度重视 !多次

召开会议 ! 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全面落

实禁烧措施 !出台县干部包乡 '乡干部

包村'村干部包地块制度 !做到守土有

责'尽职尽责'严防死守 !采取人盯人 '

责任田地块到人头的方式! 进行
'#

小

时巡逻监控!确保取得实效"

焚烧秸秆是一种陋习!是一个地方

落后的表现!有百害而无一利" 做好秸

秆禁烧工作 !事关生态文明建设 !事关

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事关美丽商水

建设!这不仅是一项经济工作 !更是一

项民生工程"为了不让焚烧秸秆成为一

年一度的 &风景$! 商水县做到疏堵结

合'标本兼治 !尽最大努力抓好秸秆青

储'还田'发电等综合利用!支持和鼓励

收储秸秆!变废物为资源"惟有如此!才

能打赢这场&不要硝烟$的禁烧战"

当前!秋季秸秆禁烧工作已进入攻

坚期 " 商水县各级各部门要强化责任

意识 '大局意识 !严格按照市 '县的要

求!克服困难'迎难而上 '多管齐下 '一

抓到底 ! 力争打赢秋季秸秆禁烧攻坚

战"

打赢秸秆禁烧攻坚战
!

岳建辉 李晓月

!!"#$

黄寨镇

姚集乡

大武乡

!!!!!!

本报讯 !记者 岳建辉" 近日#商

水县阳城书画苑第三届书画作品展

开幕(该书画展是阳城书画苑为庆祝

建国
"!

周年举办的以中国梦为主题

的大型书画展(

%今天#观看了书画展后#我感受

很深(从书画内容上看#可谓是百花齐

放(可以说#这次书画作品展进一步推

动了商水县文化事业的发展( & 前来

参观的书画爱好者康郎奎如是说(

据了解#本次书画展共展出省内

外书画爱好者作品
(&&

余幅#其中大

多是商水县书画名家的作品(展出的

作品题材丰富多彩#点,划之间皆有

声韵#尺,寸之内尽显笔功(

商水举办中国梦主题书画作品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