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侯俊豫通讯员轩雕文"

近日# 淮阳县选调生郑瑞同主编的青

春励志读物 $青春在基层绽放%%%全

国青年选调生作品选编& 由知识产权

出版社出版发行'

$青春在基层绽放%%%全国青年

选调生作品选编&全书共
!"

万字#是首

部全国性选调生文集# 容纳百余篇优

秀文章# 是基层一线青年选调生工作

场景的真实写照' 既有对选调生选聘(

成长(培养和流动等机制的深入探讨#

又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各地选调生在基

层的成长历程#从不同层面解读选调生

这个群体的精神内涵和品格力量#展示

了选调生这支朝阳队伍的别样风采'文

章体现了青年选调生青春张扬的活力(

积极向上的思想( 坚强自信的品质(扎

根基层的信念(为民服务的情怀#彰显

出了青年干部的蓬勃朝气与乐观自信'

该书的公开出版#既是选调生对选调工

作热情的真切体现#也是对基层工作的

一个客观呈现#既有来自基层实践的总

结#也有创新的理论探索#对有志选调

的在校大学生和在职的青年选调生(大

学生村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读者徐少华读完该书后激动地即

兴赋诗一首)在桩桩故事里#能听见青

春在广袤基层萌芽发翠的清响* 在篇

篇创作中# 能瞥见思想在无垠大地上

交融碰撞的锋芒*在叠叠文字间#能触

摸选调生在广阔热土里炽热发光的力

量*这里有#最初的梦想(涌动的华光#

汇聚平凡的风尚(激昂的篇章'

!

淮阳新闻组版编辑!王辛泉 窦 赢 电话!

#!$%$&'

!"!"

年
!

月
#

日!("#$%&)*+,+-./$&'0123

本报驻淮阳记者站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热线!

!$"%&&&''$%

邮箱!

()*+,-./!012345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苑涛

闫俊岭"

&%$4

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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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全县整治

违法占地( 违法建设工作推进大会召

开' 会议号召全县上下要认清形势#迅

速行动#打一场违法用地(违法建设整

治专项行动攻坚战#为推进科学发展和

项目建设创造良好环境'县委书记杨永

志主持会议并讲话#县长马明超作动员

报告' 县领导张帆(苏中林(祁永亮(宋

志军(李飞(朱在红(谢留定(王智华等

县四大班子领导参加会议'

杨永志要求# 各单位要迅速行动(

进入角色#结合单位实际#扎实开展工

作* 各级各单位要认真落实会议精神#

传达好(贯彻好(宣传好#营造浓厚的氛

围#强力推进+两违,整治工作的扎实开

展'

杨永志强调# 要认清形势#+两违,

整治是上级的要求( 是老百姓的期盼(

是淮阳发展的现实需要# 任重而道远#

要树立信心(勇于担当*+两违,整治要

明确目标#通过整治遏止+两违,势头#

建立起规范的城建(规划用地的规章制

度*要坚持依法办理(依法处理的原则#

充分做好打硬碰硬的准备*要抓住规范

全县党员干部这个重点# 从领导做起#

相互监督#带头作表率*要建立健全机

制#通过摸索#总结完善工作机制*强化

领导(监督(宣传保障#明确目标(营造

氛围(推进工作'

马明超指出#当前#违法用地(违法

建设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

题' 各级部门要从全县大局出发#充分

认识+两违,整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在思想和行动上与县委(县政府保

持高度一致#不讲任何困难(不讲任何

条件#努力做出表率#以积极的实际行

动参与(关心(支持+两违,整治工作'

马明超要求#+两违,整治办公室要

切实负起责任#国土(住建等部门要充

分发挥职能作用#全力支持#共同打击

+两违, 行为' 要着力打造一支政治合

格(纪律严明(作风过硬(业务精湛(执

法如山的高素质队伍*要完善考核激励

机制#不断激发队伍整体活力#努力提

高+两违,综合整治工作效率*要细化工

作方案#明确目标任务#坚持依法行政#

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两违,整治工作顺

利展开和扎实推进#为加快全县经济社

会发展和建设美丽淮阳作出新的贡献'

杨永志在全县违法占地(违法建设整治工作推进会上强调

要敢于碰硬 坚决遏止!两违"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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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6

日#县领导杨永

志(马明超(张帆(苏中林(祁永亮(宋志

军(谢留定(王智华等带领县直有关部

门及乡镇主要负责人对
&%$4

年淮阳县

城建实施项目情况进行察看'

县委书记杨永志一行先后视察了

城区道路(桥梁建设(垃圾处理(环湖截

污(公租房建设等工程进展情况#听取

了相关单位负责人汇报#询问了项目建

设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并提出具体解

决方案和建议'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 # 县住建

局(国土局(发改委(财政局和城关(郑

集(白楼等乡镇针对城市建设工作进行

发言# 对进一步做好城建工作多角度(

深层次畅谈#并提出针对性建议' 杨永

志等四大班子领导进行了点评#形成统

一认识)城市建设要加大力度的方向不

变#同时城建项目要落实责任(按时间

节点推进#要突出民生(旅游(特色等重

点#要有经营城市建设理念#解决发展

资金难题'

杨永志指出#在县委(县政府重视

和各单位努力下#城建工作整体完成了

任务(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存在问题

和困难# 下一步建设任务更加繁重(艰

巨#这都需要进一步提高对全国大的发

展形势和淮阳实际的认识# 总结成绩(

鼓舞士气(凝聚发展实力#反思教训#增

加压力#汇集正能量' 他强调#城市建设

的目标是以文化旅游项目建设为主#要

突出古城有古韵(新城有新景*把握以

人为本原则(规划先行(市场运作(依法

办事* 工作重点是集中建设新城区(逐

步改造老城区( 强力推进产业聚集区(

全面提升文化景区'

杨永志要求 # 要着力提升运作能

力#破解难题* 捋顺工作关系 (防止单

位之间推诿#形成合力促发展*在法律

框架下#稳定为前提#实事求是地开展

工作*要加强队伍建设#提升素质#各部

门要紧密联系#密切配合#共同推进工

作健康发展'

县长马明超要求#要进一步完善城

市规划#引领建设*要完善基础设施#提

升城市功能*要突出旅游#形成特色*新

老城区要合理布局#统筹发展*要瞻前

顾后 (量力而行 (持续发力 *要严格执

法(监管到位*要整合力量(大员上阵'

杨永志马明超带队察看城建重点工程
指出城市建设要以文化旅游项目建设为主!规划先行!注重市场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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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俊豫

在辞旧迎新之时! 回首淮阳过去

的一年!思绪纷飞!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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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淮阳县努力践行群众路

线! 完善乡镇群众服务工作中心服务

项目!财政#民政#劳保#公安等所有涉

农站所全部入驻大厅" 以公开$倒逼%

公正#公平!各职能部门提供的一站式

服务让群众办事更方便了"

这一年! 淮阳县改扩建城区内的

汽车站#商城路等主要交通路口!拓宽

了龙都中路# 平安路等出入城区的主

要道路和淮郑河上的
7

座桥等等 !交

通拥堵得到改善!群众出行更顺畅了"

这一年!淮阳县启动$清洁家园%行

动!城关镇#白楼镇等
$8

个乡镇各推出

9

个重点村!整修了路面
:

照白了街道墙

体!修建了垃圾池!有的还栽植了苗木"

群众的生活环境一天比一天更美了"

这一年!作为民族大县的淮阳!各民

族以$共同团结奋斗#繁荣发展%为使命!

共同捧回$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这一殊荣!各民族间关系更加和睦了"

这一年! 淮阳持续推进高标准粮

田 $百千万% 和高产粮田创建工程建

设!粮食生产再获丰收!其中夏粮实现

$十一 %连增 !获 $全国粮食生产先进

县%表彰!群众的粮仓更丰盈了"

这些工作成效的背后!是县委#县

政府团结带领广大干群同心同德 !不

畏艰难!务实重干的辛勤付出" 因为他

们清楚$淮阳有困难!大家齐出力&淮

阳有希望!大家共奋起%"

也就在这一年! 省委副书记邓凯

在继前年省委书记郭庚茂# 省长谢伏

瞻来淮阳送来$淮阳上路了!稳住了 %

的关心和鼓励后! 走进淮阳调研社会

管理创新!对淮阳的工作给予肯定" 这

更加鼓舞和坚定了县委# 县政府团结

带领百万群众建设美好家园的信心和

决心" $美丽的淮阳正奋起%在百万群

众心中升腾"

日月开新元!天地又一春" 充满希

望与活力的
!%$;

年已向我们走来" 在

新的起点!淮阳怀着憧憬与希望!带着

激情与梦想!正谋划新蓝图" 有他们团

结一心思发展! 有他们敢于担当作贡

献!有他们众志成城保平安!有他们奋

发有为写新篇! 淮阳的发展和人民生

活一年定比一年好! 新年更出新景象'

本报讯 !记者侯俊豫通讯员张葆青

黄志坤"

!%$<

年
$&

月
7%

日# 淮阳县召

开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工作

座谈会#研究探讨推进措施#确保责任

落实到位'县领导杨永志(祁永亮(李飞

出席会议'

会议首先听取了县人大( 县政协(

县委各部委相关同志及部分职能部门(

乡镇纪检书记落实+两个责任,的工作

汇报' 在听取了同志们的发言后#县委

书记杨永志指出#这次会议#既是党风

廉政建设+两个责任,工作研讨座谈会#

也是落实+两个责任,推进会'会议的主

要任务就是认真贯彻省(市+两个责任,

座谈会精神# 认真推动党风廉政建设

+两个责任,落实#提升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工作成效#为淮阳县改革(发展(

稳定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

杨永志强调#全县各级党委!党组"

和纪委!纪检组"要自觉站在坚持党要

管党(从严治党的高度#把落实好+两个

责任, 作为当前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务

必抓住(抓紧(抓好#自觉担负起党风廉

政建设的政治责任'

杨永志要求#各单位要根据工作中

的情况#对容易出现问题的环节进行梳

理分析#归纳总结#完善提高'各级领导

干部要认真学习(严格遵守党风廉政建

设的各项规定#结合上级关于落实党风

廉政建设+两个责任,的要求#结合淮阳

实际#切实加强对自身及分管部门的监

管#防止麻木思想(克服畏难情绪(杜绝

侥幸心理#筑起思想道德防线(政策纪

律防线和法律法规防线'

淮阳召开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工作座谈会

研究探讨推进措施 确保责任落实到位

新年更出新景象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王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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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晚#县长马

明超带领副县长党魁( 县公安局长李

凤丽等#深入人员密集场所#夜查消防

安全工作情况'

马明超一行首先来到润德广场执

勤点#看望在这里执勤的消防官兵#并

代表县委( 县政府对消防官兵的无私

奉献表示衷心感谢' 随后#检查组一行

在消防大队负责人的陪同下先后对润

德酒店(夜宴娱乐会所(羲皇酒店等
;

家单位进行检查# 重点检查了各场所

消防安全责任制落实情况( 防火安全

巡查制度落实情况( 消防设施器材配

备运行情况( 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

情况(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情况等' 在夜

宴娱乐会所# 马明超抽查了员工灭火

器材使用方法和火灾发生时的消防安

全职责掌握情况# 观看了点唱视频疏

散逃生提示宣传'

检查期间# 马明超叮嘱各场所负

责人切实提高消防安全意识# 落实消

防安全制度措施# 加大员工消防培训

力度#确保万无一失'

马明超夜查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

本报讯 !记者侯俊豫通讯员马素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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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帆带队#组织部分省(市(县人大代表

对县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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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三十, 工程集中视

察'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焦德福(霍伟(

张凌君(段业林参加视察#副县长耿党

恩及相关部门负责人陪同视察'

视察组一行先后实地察看了银丰

塑料(辉华面业(陈州帆布(中玻玻璃(

沱牌曲酒(龙翔电器等项目' 随后召开

座谈会#听取了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宋志军关于县政府
&%$<

年+三十,工程

项目进展情况的汇报#部分人大代表围

绕视察情况发言#肯定了成绩#指出了

存在问题#深刻剖析了原因#提出了一

些建议'

张帆提出三点要求' 一是肯定成

绩#坚定发展信心'县政府高度重视+三

十,工程项目#个别项目完成得比较好#

对取得的成绩要充分肯定#同时建议县

政府及组成部门要继续推进进展缓慢

的项目#确保各项工程的稳定推进' 二

是正视差距#找准存在问题' 针对部分

项目存在的投资不到位( 进度不够快(

发展不平衡问题#县政府及有关部门要

认真研究#抢抓时间(抢抓进度#全面完

成全年的目标任务' 三是科学谋划#打

牢工作基础'第一#科学谋划'要真正提

出一些能够落实( 能见成效的目标任

务*第二#突出项目' 要研究政策争项

目#招商引资上项目#全力以赴抓项目#

靠项目促进发展# 靠项目增强实力*第

三#破解瓶颈'要深入研究#想法破解影

响制约全县经济发展的土地( 资金(体

制等问题*第四#真抓实干'要振奋实干

精神#营造肯干氛围#增强会干本领#真

正做成事(做实事#为推进淮阳经济社

会又好又快发展作出贡献'

!!!县人大组织人大代表
集中视察 !"#$年!三十"工程

本报讯 !记者侯俊豫通讯员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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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县政协民主监督工作座谈会召开'

会议总结了近一年民主监督工作取得

的成效' 县政协主席苏中林# 副主席

张继华( 李守运出席会议# 县检察院

检察长严新爱( 县公安局局长李凤丽

列席会议'

会议首先宣读了
&%$<

年县政协

民主监督工作简要汇报' 苏中林对各

民主监督小组的工作表示肯定# 他指

出# 近年来# 县政协始终坚持从实际

出发# 通过会议( 提案( 视察( 反映

社情民意等形式# 实施针对性监督'

县政协年初就对全年工作认真研究#

制定民主监督工作计划# 围绕党政工

作重点# 开展视察# 提出意见建议*

围绕社会关注的热点( 难点问题# 积

极关注民生# 开展民主监督'

就做好下一步工作 # 苏中林强

调# 民主监督是对政协履行职责( 对

党和人民负责( 对工作中岗位职责实

践的需要# 各相关单位要进一步提高

对民主监督的认识* 县政协在工作开

展中要突出主体监督# 围绕县委( 县

政府的中心工作# 围绕群众反映强烈

的突出问题# 围绕政协提案的办理情

况做好监督工作* 民主监督员和被监

督单位要查找自身不足# 在监督与被

监督过程中要提升对政协工作的认识#

转变交谈方式# 使民主监督工作取得

扎实成效* 政协工作人员要抓住关键(

务求实效# 在今后民主监督工作中要

选准监督主体( 实行明察暗访( 报告

监督工作# 对派任部门要发现问题(

总结经验# 分析原因( 提出建议# 促

进部门建设# 提高工作水平'

县政协召开民主
监督工作座谈会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李哲"

淮阳县政协积极探索民主监督的新途

径(新方法#委派民主监督员进驻政府职

能部门#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人

民群众关心的热点( 难点问题以及提案

办理开展民主监督'去年一年里#开展民

主监督活动达
<&

场次#提出意见和建议

78

条#助推了民生改善#拓宽了民主监

督渠道#促进了被监督单位的工作#使政

协民主监督更加规范(更富成效'

高度重视#健全组织' 县政协党组

将民主监督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积

极主动向县委汇报有关事项#县委专题

转发$政协淮阳县委员会关于向县直单

位委派民主监督员的实施意见&' 县政

协多次召开有关单位负责人会议#协商

民主监督范围和主题'建立了民主监督

工作办公室#组建六个民主监督员工作

组'各被监督单位统一制作了民主监督

公示栏#公布监督工作内容(形式(程序

要求和每位监督员的照片(电话号码'

完善制度#规范流程' 先后制订和

下发了 $政协淮阳县委员会关于向
$=

个单位委派民主监督员的实施方案&(

$政协淮阳县十二届委员会民主监督

员工作细则& 等文件# 明确了监督对

象(规定了监督内容(形式(程序(方式

方法以及具体要求# 为规范开展民主

监督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

精选主题#务实重干' 各民主监督

小组根据被监督单位的特点和性质 #

围绕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

通过充分协商# 确立了 +农村低保,(

+案件执行难,(+户籍管理 ,(+明厨亮

灶创建工程, 等
$"

个民主监督主题#

作为重点监督范围' 各民主监督小组

围绕监督主题# 通过座谈会( 实地视

察(调查问卷(问政咨询等形式#开展

监督活动
<&

场次# 促使了一批热点(

难点问题的解决'

齐抓共管#形成合力' 一是政协各

委室主任都是民主监督小组副组长#积

极履行+一岗双责,'二是各委派单位支

持有力' 定期召开班子会研究(部署此

项工作#有专人分管(专人负责与民主

监督小组协商沟通#给民主监督小组报

送工作信息#对民主监督小组提出的意

见建议及时采纳等'县人社局主动邀请

民主监督员开门征求意见(县住建局积

极邀请民主监督员视察陈州路三桥等

基础设施建设进展情况等'

强化民主监督 助推民生改善

政协民主监督员进驻职能部门显成效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闫俊岭 高明 "

&%$<

年
$&

月
&<

日# 淮阳县举办

学习贯彻新$安全生产法&培

训班'副县长党魁出席会议'

培训班邀请省安监局专

家授课' 主讲人对新$安全生

产法&修订的必要性(修订情

况及修改的主要内容等三个

方面进行有针对性解读'主讲

人讲课深入浅出( 内涵丰富(

分析透彻#既有理论上的深刻

感悟# 也有实践中的升华提

炼' 通过这次培训#参训人员

比较系统全面地学习了该法

律的主要内容#结合相关案例

对法律的适用有了进一步的

理解#提高了对安全生产重要

性的认识#决心在今后的工作

中认真贯彻执行好这部法律#

确保不出现事故#促进工业经

济良好发展和运行'

会议要求# 各相关单位

要第一时间在全县迅速掀起

一轮学习宣传贯彻新安法热

潮#采取多种宣传手段#加强

全社会对新$安全生产法&有

关精神的理解' 要强化责任

意识#将新$安全生产法&的

具体精神与日常执法监管工作相结合#

切实做到主动履职(依法行政'

淮
阳
举
办
学
习
贯
彻
新
#安
全
生
产
法
$培
训
班

淮阳选调生主编励志读物

%青春在基层绽放&出版

&%$<

年
$&

月
7$

日!县委书记杨永志带领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王智华

及组织#公安#信访等部门有关负责人到冯塘乡调研" 杨永志要求!各乡镇要加强

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基层组织建设!提升干部工作能力!转变社会风气" 领导

干部面对困难和挑战!要敢于负责#勇于担当!执政一方!维护一方平安!造福一方

百姓" 图为在该乡群众服务工作中心公安窗口!杨永志了解民警为群众办证情况"

!记者 侯俊豫 摄"

杨永志#马明超等在垃圾处理项目建设工地听取建设情况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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