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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 川汇区以创建全国绿

化模范城市为目标! 以增加森林面积"森

林蓄积量和农民收入为核心! 紧紧围绕

#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这一

主线!努力完成栽种
!"#

万株树苗的总任

务%

统一思想!认识到位& 区委'区政府

认真研究!科学规划!及时召开动员会!把

任务层层分解落实到各办事处及相关单

位!并明确要求其把造林绿化作为一项重

要工作抓紧抓好"抓细抓实!各单位行政

(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亲自抓!认真

部署!迅速行动!做好各项工作!为做好今

年春季造林绿化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加大宣传!营造氛围&区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和广大群众广泛参与到植树造林

活动中来&该区对
!"#

万株树苗进行了任

务分解!并签订了目标责任书!成立造林

技术服务队!加强管理看护!确保造林成

果& 为抓住当前植树造林的有利时机!区

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到造林一线现场解决

问题!有关职能部门和当地群众一起加班

加点!确保早日完成树苗栽种任务&

科学规划!实施到位& 该区始终坚持

(因地制宜'适地适树$原则!做到规划科

学化'施工专业化'投入多元化'参与社会

化'管护市场化!严把整地'栽植'管护关!

确保栽一棵活一棵'植一片绿一片&

强化考核!督查到位& 今年植树造林

工作完成后!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将达

到
$#!

以上!绿地率达到
%&!

以上!城市

主干道绿地率达到
'&!

以上'次干道绿地

率达到
(&!

以上)城市郊区森林覆盖率达

到
'#!

以上)办事处和村庄绿化覆盖率分

别达到
%#!

和
'&!

以上) 机关' 厂区'学

校'医院'部队营区等绿地率达到
%&!

以

上)工业企业'交通枢纽'仓储'商业中心

等绿地率达到
'#!

以上)

)#!

以上的单位'

庭院和居民小区绿地率达到
%#!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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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

月
'8

日! 区委书记郭志

刚主持召开四大班子联席会!听取各重

点项目推进情况!研究解决项目建设过

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

会议依次听取了项目负责人对西

城棚户区'华耀城安置区'新世家'西奥

电梯'(两校一园$等项目建设情况的介

绍!各分包领导汇报了工程进度'项目

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以及加

快推进的意见建议& 郭志刚一一作出

点评!并提出指导意见&

郭志刚指出!发展川汇'振兴川汇

的关键在项目!要把项目建设作为川汇

振兴的重要抓手!始终抓在手上'放在

心上!攻坚克难!强力推进& 川汇区委'

区政府将建立项目建设红'黄'黑档案!

作为考核的重要依据!不断完善推进项

目建设的长效机制!确保各项目按照时

间'节点'要求顺利向前推进& 当前!区

四大班子分包领导及全区各相关单位

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克服畏难情绪!

集中精神'集中力量!迅速掀起新一轮

项目建设高潮! 为实现川汇振兴作贡

献&

区人大主任陈朝栋就如何加快项

目建设提出要求& 相关办事处'区直有

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理效明 黄蕊"

郭志刚主持召开四大班子联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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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区委书记郭志刚

到小桥办事处就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专题

调研&

座谈会上! 小桥办事处班子成员和

社区干部一一发言& 大家围绕如何加强

基层党组织建设'社区建设'重点项目建

设!如何做好城市管理'民生改善'信访

稳定工作!如何加快川汇发展'实现川汇

振兴积极建言献策! 并提出了很多合理

化的意见和建议&

在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后! 郭志刚

发表讲话&他首先对小桥办事处
'#!$

年

所做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并向工作在

基层一线的党员干部表示敬意和感谢&

郭志刚指出!作为区委'区政府所在

地的小桥办事处面临着发展的大好机

遇& 所以! 该办事处要按照川汇振兴方

略!攻坚克难'真抓实干!在加快川汇发

展'实现川汇振兴的征程上再立新功&

郭志刚要求! 一要抓好重点项目建

设!为项目顺利开工建设营造良好环境!

提供坚强保障&二要抓好城市管理!重点

落实(门前三包$!着力整治(两违$现象!

努力改善辖区城市面貌& 三要抓好社区

建设!以加强阵地建设'队伍建设'制度

建设为重点! 着力打造服务型基层党组

织!切实巩固好'维护好党的执政基础&

四要抓好民生改善!尽最大努力!及时解

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社会民生问题& 五要

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坚决贯彻落实(两个

责任$!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持续

加强作风建设!努力提升工作水平&六要

抓好社会稳定! 为加快全区经济社会发

展保驾护航& !效明 刘巍"

郭志刚到小桥办事处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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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川汇区

召开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传

达全市宣传部长会议精神及区

委书记郭志刚在听取全区宣传

思想文化工作汇报时的讲话精

神!安排部署
'#!&

年全区宣传

思想文化工作&

区委常委' 宣传部长许四

军指出!

'#!$

年!川汇区宣传思

想文化工作可以概括为 (四

多$'(三少$!即新闻宣传工作中

大事多'要事多'实事多'喜事

多!对外宣传少'树立形象少'

从事新闻宣传的工作人员少&

许四军强调!

'#!&

年新闻宣传

的重点工作是* 一要突出新闻

宣传尤其是对外宣传! 重点做

好成就宣传'主题宣传'民生宣

传'川汇振兴方略宣传等)二要

突出宣讲!重点是对中国梦!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中

央'省'市会议精神的宣讲)三

要突出监管! 尤其是对网络舆

情的监管! 要沉着应对网络突

发事件)四要突出创建!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主线!

建设文明川汇! 同时要抓好典

型'抓好亮点'抓好宣传阵地建

设% 许四军要求!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者要负起责任!不要高高挂起)要注

重实效!不要两张皮!工作要具体化'项目

化)要形成合力!不要单打独斗!形成大宣

传格局)要提高工作水平!不要只是满足

一般要求%

会上! 对城北办事处等
!&

家新闻宣

传工作先进单位和王月丽等
!#

名优秀文

明标兵进行现场颁奖% !崔海燕 黄蕊"

全
区
宣
传
思
想
文
化
工
作
会
召
开 !!!!!!%

月
'*

日#参加
'#!&

年$

&<'

%经济合作活动的
%#

多名外地客商集中观摩川汇区工业&商贸项目#并对川汇区亮点

纷呈的项目建设赞誉有加' 图为外地客商正在拍摄规模宏大的华耀城项目( 理效明 刘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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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 川汇区第十四届

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二十四次会议%

会议依次听取了区人大常委会
'#!&

年工作要点'区人民法院关于提请任免
!)

名同志审判职务的议案'区人民检察院关

于提请任命
%

名同志检察职务的议案!并

书面听取了拟任职人员的供职报告%经过

审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区人大常委会
'#!&

年工作要点及人事任免事项%区人大主任

陈朝栋向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新任

职同志颁发了任命书%

针对
'#!&

年区人大常委会工作!陈

朝栋要求! 一要进一步明确任务和责任!

努力做好各项工作% 二要认真组织好视

察'检查活动!推动(一府两院$工作顺利

开展% 三要切实抓好人大代表工作!充分

发挥代表作用% 四要努力加强自身建设!

不断提高履职水平%

陈朝栋指出!法院'检察院新任职同

志要进一步增强法治意识!做尊法'守法'

用法的模范)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努力

成为司法正气的弘扬者'司法文明的传播

者'司法权威的维护者)进一步增强宗旨

意识!扎扎实实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

事)进一步增强廉政意识!筑牢信仰防线'

道德防线'法纪防线)进一步增强人大意

识!自觉接受人大和人民群众的监督%

!效明"

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二十四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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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上午!川汇区人大召

开宣传工作会议% 会议全面总结了
'#!$

年人大宣传工作! 表彰了
!'

家先进单位

和
!&

名先进工作者!并对
'#!&

年全区人

大宣传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

年!川汇区人大宣传工作在区委

和区人大常委会的领导下!取得了可喜的

成绩% 市级以上新闻媒体共采用区人大新

闻稿件'理论文章
'"8

篇!其中!国家级
%

篇'省级
$"

篇'市级
'%&

篇%

区人大主任陈朝栋要求!各责任单位

要切实加强对人大宣传工作的领导!完善

宣传工作机制!进一步调动通讯员的工作

积极性% 要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正

面宣传为主的方针!依靠正面宣传和典型

引路的方法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要

增强人大宣传工作实效! 在宣传理念上!

由被动报道向主动策划转变)在宣传效果

上!由单一效果向立体效果转变%

!杨玉洁"

区人大宣传工作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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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 川汇区政协

十二届十六次常委会议暨宣传工作

会议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周口市川

汇区委员会
'#!&

年工作要点! 各专

门委员会报告了
'#!&

年工作计划 %

会上!对
8

名优秀宣传信息员进行了

表彰%

区政协主席叶长丽在讲话中提出

两点要求!一要顺应新常态!进一步统

一思想'凝聚力量%要主动顺应作风建

设新常态!带头守纪律讲规矩)主动顺

应依法治国新常态! 带头恪守宪法法

律章程)主动顺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带

头服务全区大局%二要展现新作为!进

一步振奋精神' 鼓足干劲% 要紧扣主

线! 在工作推进上强化责任) 深化协

商! 在服务大局上及时跟进) 凝心聚

力! 在促进和谐上团结鼓劲) 强化监

督! 在推动落实上主动担当) 完善机

制! 在督办提案上务求实效) 创新思

路! 在加强宣传上体现特色) 统筹推

进!在联系群众上尽职尽责%

!杨玉洁 方立民"

区政协召开十二届十六次常委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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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上午! 川汇区政

协组织机关全体党员干部到市烈士陵

园开展祭扫活动%

在烈士墓碑前!全体人员举行了庄

重的拜谒仪式% 区政协主席叶长丽代

表区政协全体党员干部向烈士墓碑敬

献了花篮% 全体人员默哀
%

分钟!并重

温了入党誓词% 在革命烈士纪念馆!全

体人员认真聆听讲解员的讲解!接受革

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要学习和

发扬革命先烈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英

勇气概!以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精神

状态!积极进取'努力工作!为实现富民

强区'川汇振兴贡献力量% !玉洁"

区政协开展祭扫活动
!!!!!!

近日! 华耀城办事处组织机关

干部职工'城管人员'巡防队员等
"#

多名志愿者!出动
$

辆大型铲车!对

辖区内的大成路'腾飞路'周淮路等

道路沿线的环境卫生进行集中整

治% 共拆除
'#

多处简易违章建筑!

劝退
%#

多户占道经营商户! 清运

%##

多方积存垃圾! 清除 (小广告$

&##

多处% !杨文华"

!!!!!!

近期!城南办事处城管执法人员

到辖区内店铺开展上门宣传教育活

动! 对更换业主或责任书丢失的门

店!及时补签责任书%同时!加大宣传

力度!主动巡查!做到人人头上有任

务'个个肩上有重担!人人都是责任

人'个个都是管理者% 该办事处还对

(门前三包$责任书签订'工作机制建

立以及落实效果的监督和考核等进

行具体分工!确保工作落到实处%

!刘光"

!!!!!!

近日!荷花路办事处秉持着(街

道管理'社区自治$的工作思路!积

极加强与各街道'社区的协调沟通!

要求城管中队协助社区与各辖区签

订(门前三包$责任书!在签订过程

中向沿街单位' 经营户宣传有关城

市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并就(门前

三包$的具体要求作详细讲解%

!王雪丽"

!!!!!!

近期!城北办事处坚持向违规经

营户宣传城市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

号召文明经营!经教育后仍不整改的

坚决予以取缔% 同时!在执法过程中

做到严格执法'文明执法!引导市民

理解'支持城管工作!确保了交通秩

序畅通和市容市貌良好% !王喜来"

华耀城办事处

城南办事处

荷花路办事处

城北办事处

!!!!!!

本报讯 近日!川汇区委统战部党外知

识分子联谊会联合小桥办事处在建东社

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受到社区居民的一

致好评%

此次活动包括开展法律援助'爱心义

诊等多项服务% 义诊中!医生不仅为社区

居民免费检查身体! 还为其答疑解惑!现

场传授日常卫生小常识和合理用药等专

业知识% 心理咨询志愿者向广大妇女群众

提供婚姻家庭关系调适'心理咨询'邻里冲

突调解等服务% 志愿者们还为留守儿童'

贫困
=

单身
>

母亲'孤残老人等困难群体免

费理发%

近年来!川汇区党外知识分子围绕人

民群众关心和区委'区政府关注的重点难

点热点问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建

言献策!发挥自身专业优势!通过法律援

助'义诊'技术培训等多种形式!为基层群

众提供智力'资金'技术帮扶!从而为全区

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 !陈新忠 王然"

党外知识分子志愿服务社区居民

!!!!!!

为了创建平安和谐社区#

川汇区七一路办事处文明社

区成立了由在职党员&社区干

部& 志愿者组成的义务调解

队#对辖区内发生的居民纠纷

进行调解#取得了良好的社会

效果( 图为来自川汇区法院&

检察院&司法局等单位的在职

党员和社区干部一起对辖区

内两户居民发生的纠纷进行

调解( 理效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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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以来! 川汇区把

打造沙北旧城改造示范区作为加强

城市建设' 提升城市品位的重要抓

手!一手抓规划建设!一手抓基础设

施建设!一年来!示范区建设取得了

初步成效! 为
'#!&

年提速增效打下

了坚实基础%

刚修好的沙北新民街中段连接

着建设大道与文昌大道!它的竣工通

车大大方便了附近居民出行!为完善

沙北基础设施建设增添了新的支撑%

据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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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 川汇区在沙北

旧城改造示范区内先后启动了贾鲁

河东街坊棚户区改造项目!并打通了

新民街'健康街'复兴街等几条断头

路!亮化'绿化了
)

条小街小巷!同时

打造了韩庄等
'

个示范社区!使沙北

旧城区的面貌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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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川汇区将在完善规划的

基础上!启动多个城中村及棚户区改

造项目!打通更多的断头路!使改造

建设的成果更多地惠及群众%

沙北旧城改造示范区办公室主

任段方远介绍!今年!川汇区还将计

划实施中州路东街坊棚户区和高庄

城中村改造项目'打通兴业路东延和

川汇路东延工程!筹划文昌大道西延

和川汇路西延项目!计划年内亮化和

绿化
&

条以上的小街小巷!打造
'

到

%

个示范社区% !效明 刘巍 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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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泽军是川汇区检察院控告申诉

科的一名普通干警! 进入检察院工作

以来!他以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认真

负责的工作态度! 恪尽职守地做一名

合格的检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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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马泽军负责办理刘某信

访一案% 由于对原办案机关意见很大!

且对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极度不信任!

刘某多次到党政机关重复上访! 并到

省委政法委巡视组上访% 马泽军办理

此案件时!认真翻阅每一本卷宗!重新

校验每一份证据! 并亲自询问原案中

每一名办案人员和证人% 对此!刘某感

动地说*(我相信马检察官一定会为我

主持公道!我不上访了% $拿到赔偿金

后! 刘某拿出一些钱给马泽军表示谢

意!被马泽军拒绝了%

参加工作以来! 马泽军办理举报

初核案件
%#

余件!为国家挽回经济损

失数百万元) 办理刑事申诉刑事赔偿

案件
$#

余件!办结率为
!##?

%

作为一名检察官!马泽军视平安建

设为己任! 走村入户开展检察业务宣

传和法律知识讲座! 发现并化解社会

矛盾
%#

余起!被评为(平安建设优秀

干警$%

工作中! 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壮

举'没有可歌可泣的事迹'也没有震撼

人心的豪言!但凭着一腔献身事业的热

情'一身护法为民的正气!马泽军在平

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

马泽军!坚持护法为民 做合格检察官
!

康志堂 王涛

沙北旧城改造示范区建设提速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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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川汇区文明办&城管局联合为辖区内$文明商户%&$文明摊位%授牌(

'#!$

年#川汇区以落实$门前三包%为抓手#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文明商户%&$文明摊

位%评选活动( 经过综合考评#决定授予同和堂大药店第六分店等
'!

家门店$文明商

户%荣誉称号#授予国槐街米线铺等
%

家摊位$文明摊位%荣誉称号( 理效明 刘巍 摄

川汇区今年将栽种 !"#万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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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人和办事处集中开展拆

除店铺遮阳棚'铁皮棚等违章建筑

和大型违规广告牌行动!清运沿路

废品'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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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 今后!该办事处

将进一步加大对违建铁皮棚和户

外广告的执法力度!对发现的违建

及出店广告牌!坚决依法取缔或强

行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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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办事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