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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侯俊豫通讯员张葆青"

2

月
"#

日晚#淮阳县召开第六届$中原

古韵%%%中国!淮阳"非遗展演&暨
"$#3

年中国!淮阳"羲皇故都朝祖会指挥部领

导组工作会议# 听取非遗展演暨羲皇故

都朝祖会工作进展情况汇报# 安排部署

下一步工作' 县委书记杨永志出席会议

并讲话#指挥长马明超主持会议#常务副

指挥长祁永亮#副指挥长李飞(朱在红(

谢留定(郑绍亮 (李凤丽(李俊志及指挥

部
#4

个组的组长参加会议'

杨永志在听取汇报后要求#要进一

步在思想上高度重视# 客服惯性思维)

要进一步靠实责任#细化措施)要坚持

每天大会进展情况$回头看&#并形成例

会制度#确保第六届$中原古韵%%%中

国!淮阳"非遗展演&暨
"$#3

年中国!淮

阳"羲皇故都朝祖会圆满成功'

马明超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安排部

署# 他指出# 各级各部门要全面查漏补

缺#抓紧完善方案)要齐心协力#再接再

厉#确保各项工作和应急措施万无一失'

县领导听取非遗展演暨朝祖会工作汇报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耿凯"

一年一度的朝祖会已拉开序幕#淮阳县

超前谋划#精心组织#周密部署#上下全

力以赴#科学应对#尽责履职#确保了非

遗展演等活动安全有序#朝祖会整体治

安形势平稳可控'

为做好朝祖会安保工作#市公安局

专题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动员全市公安

机关积极策应淮阳朝祖会安保工作'县

委( 县政府高度重视朝祖会安保工作#

县委书记杨永志#县长马明超#县委常

委(县纪委书记祁永亮等县领导每天深

入安保现场指导工作#每天召开碰头会

及时研究解决问题'县公安局多次召开

党委会议#成立了以局长李凤丽为组长

的朝祖会安保工作领导小组# 制定了

*朝祖会安全保卫总体方案+ 以及
5

个

分方案' 领导小组下设$一室十组&#投

入警力
4"$

余人#不仅向市公安局征求

到了反扒( 巡特警等精英力量的支持#

而且还以警务对接的方式从新疆沙湾

县警方请来了数名防暴恐经验丰富的

警察帮助开展工作'

为了保障游客的人身财产安全 #

县公安局全体参战 #全力以赴 #采取

网格化管理 #在每一个重点部位或区

域都分布有执勤民警和便衣警察 #时

刻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的发生 ' 同

时 #在太昊陵景区广场和景区内布置

了由市县两级公安机关 (武警 (消防

组成的应急突发小组 #全体人员全副

武装 #荷枪实弹 #整装待发 #一旦发生

突发性事件 #确保在一分钟内迅速到

达现场果断处置 ' 另外 #在人员密集

区域布置了由特警和民间反扒高手

组成的反扒小分队 # 分布在游客当

中 #一旦有扒窃行为发生 #能够迅速

将嫌疑人擒获 ' 截至目前 #在会区抓

获盗窃人员
2$

余人#刑拘
#$

人#治安

拘留
"

人 #破获盗窃案件
!

起 #完成

了方案要求的 $五个不发生 &和 $两个

确保&的工作目标'

淮阳朝祖会安保工作开局良好

本报讯 !记者侯俊豫通讯员闫俊岭"

$我们全家每年都来淮阳逛朝祖会#烧

香祈个好福头'今天一下高速就感觉淮

阳变化挺大的# 高速出口处增开了窗

口#没有了往年排长龙现象' &近日#在

朝祖会上一位来自郑州的香客杨女士

接受记者采访时激动地说'

为期一个月的朝祖会被誉为$天下

最牛的古庙会&#其声势浩大(会期之长

都是中原地区庙会所独有的#每年更是

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进香祈福'

为确保游客逛朝祖会有一个畅通

的交通环境#针对往年会期游客高峰阶

段商周高速收费站出口(景区重点出入

口等地方较为拥堵的情况#淮阳县高度

重视#精心部署#相关部门通力合作#科

学制定了系列预案#全力做到$五个到

位&# 力争避免因朝祖会车辆突增导致

道口发生拥堵'

一是一线人员到位' 坚持$防堵保

畅(未堵先疏&原则#举全员之力应对车

流高峰' 二是应急处置到位' 落实朝祖

会道口保畅紧急预案#值班领导靠前指

挥#灵活处理占用车道问题' 三是窗口

服务到位' 搞好便民利民服务#坚持文

明用语(手势服务#做到$车流量增加(

服务质量不减&'四是巡查密度到位'每

天不间断#时时上路巡查' 五是联动协

调到位'加强与路政(交警(养护的协调

配合#加强各道口现场指挥#确保站口

畅通#最大限度缓解堵车压力'

$在保障原有服务窗口正常运行的

基础上#我们合理设计#又在出口处增

设
"

个临时窗口#配齐窗口人员#为广

大游客营造和谐有序的交通秩序' &商

周高速淮阳收费站负责人说'

多部门联动应对朝祖会车流高峰

本报讯 !记者侯俊豫通讯员闫俊岭"

一年一度的朝祖会开始了'在这一个月

时间里# 每天产生的垃圾量非常庞大'

不过#到太昊陵的市民发现#垃圾总能

被及时地清扫干净'这一切都要归功于

参加朝祖会保洁的环卫工人'

环卫工人刘梅说,$在朝祖会开始前#

领导就把参加朝祖会保洁的环卫工人召

集在一起#详细安排布置了有关任务' 他

们每天的工作量都很大(很枯燥#但看到

领导和我们一样忙碌#对我们的生活也很

关心#我们辛苦点不算什么#也不觉得劳

累'最主要的是#我们能为朝祖会服务#做

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感到很开心' &

据了解#朝祖会之前#针对垃圾清

运问题#县环卫队多次召开会议#部署

垃圾清运方案' 朝祖会期间#伏羲文化

广场的环卫工人由原本的
"$

人增至

3%

人' 环卫工人从早上五点开始#全天

候对太昊陵周边的道路(广场(湖坡进

行保洁' 此外#环卫队还加派了三台压

缩车#以便将产生的垃圾及时运走' 县

环卫队一负责人告诉记者#每年朝祖会

都会产生大量垃圾#这些垃圾全部靠环

卫工人清扫'很多环卫工人因为来回不

停走路#脚都肿了#但他们始终坚守在

工作第一线'

在此# 呼吁前往太昊陵的游客#要

爱护环境卫生#不乱扔垃圾#以实际行

动共同创建干净整洁的朝祖会环境'

城市美容师服务朝祖会不言累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闫

俊岭 张晓黎 苏雪松 李晶晶 文
6

图"

2

月
"#

日#农历二月二#助阵朝祖会的

第六届中国 !淮阳 "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演活动在羲皇文化广场拉开帷幕#

侗族大歌(安塞腰鼓等
#$

多个省份的

国家非遗展演节目依次登场#让数万

名观众在 $龙抬头 &的日子里尽享原

汁原味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盛宴'

为举办一届精彩(文明 (平安 (和

谐的朝祖会#淮阳县召开了动员大会#

制订了*第六届中原古韵%%%中国!淮

阳"非遗展演暨
"$#3

年中国!淮阳"羲

皇故都朝祖会工作方案+'

县委书记杨永志 (县长马明超先

后发出动员令指出 # 各级各部门要

以维护朝祖会安全稳定为重点 #克

服侥幸心理 #尽责履职 #全面落实安

全责任 ) 要形成工作合力 # 统筹协

调 #细化责任 #全力保障安全 #保持

环境卫生 #搞好宣传造势 )要明确分

工 (强化责任 #做到令行禁止 (服从

指挥 (纪律严明 #确保第六届中原古

韵%中国 !淮阳 "非遗展演暨
"$#3

年

中国 !淮阳 "羲皇故都朝祖会圆满成

功'

朝祖会开幕以来#公安(太昊陵管

理处(住建环卫等部门坚守岗位#尽职

尽责# 努力提供畅通的交通持续和优

美的旅行环境#让广大游客高兴而来#

满意而归'

淮阳朝祖会力推精彩传统文化盛宴

独秀园海棠!花房"#

独秀园繁花似锦#

群众祭祀典礼#

!师兄弟"赶来凑热闹#

朝祖会上来!斗羊"#

陕西安塞腰鼓#

陕西华阴老腔#

河南少林功夫#

游客在广场上接受安检#

交警执勤一丝不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