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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最美村官"开启寻找之旅
谁是让老百姓竖大拇指的带头人! 快来推荐吧"

本报讯 扎根泥土地! 村里你是头!

承担责任的肩膀!扛起群众的期望!沾满

泥巴的双脚!找准前行的方向!这群人的

名字叫做"最美村官#$ 昨日!记者获悉!

!"#$

"河南最美村官% 评选活动正式启

动$ 该活动在我省已成功举办两届!"寻

找到%

!%

名老百姓心目中的"最美村官%$

#

标准!&德'能'新'促'廉'法(兼备

在平凡中发现感动& 在朴素中发现

最美!"河南最美村官% 评选活动已深入

人心!并继续前行着$

!"&$

"河南最美村

官% 评选活动由省委宣传部& 省委组织

部&省民政厅&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省新

闻出版广电局主办!大河报社承办$

据了解!凡在我省行政区域内!按照

法律程序和有关规定选举& 任命的村干

部!不限年龄&性别&民族!均可参与$ 但

值得注意的是!已入选过的往届"河南最

美村官%候选人名单的!本届不再参评$

本届最美村官评选标准为"德&能&

新&促&廉&法%六项$ 参选村官应该具有

不惜牺牲个人利益&让村民信服的品德'

有改变农村面貌& 使农民生活得到改善

的能力'有增加农民收入的成绩'有保护

环境& 倡导绿色经济的眼光' 有克己奉

公&廉洁自律的品质'有用法治精神推进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意识$

#

提醒!即日起可向媒体提供&最美(线索

据介绍!本届活动寻找候选人!仍然

延续组织推荐&媒体寻找"最美村官%两

种方式$

在组织推荐方面! 各省辖市委宣传

部商组织部& 民政局后推荐
&!'

名优秀

"村官%候选人!各省直管县(市)委宣传

部商组织部&民政局后推荐
&

名优秀*村

官%候选人$

另外! 新闻媒体通过社会各界提供

的新闻线索!通过*走转改%活动!发现优

秀典型$

据了解! 即日起至
$

月
!%

日为推荐

阶段$ 各省辖市&直管县(市)委宣传部组

织做好本地候选人推荐工作$候选人推荐

材料经各省辖市&直管县(市)委宣传部审

核盖章后报送评选活动组委会办公室$

$

月
!&

日至
(

月
#%

日!

!%#$

*河南

最美村官% 评选活动组委会将组建初评

小组! 对各地各单位推荐的候选人进行

初评!筛选出
!%

名候选人$ 候选人事迹

在省内主要报纸上印发选票! 开通网上

和手机短信投票平台! 组织广大群众投

票$

(

月
##

日至
(

月
!%

日!终评小组将

根据群众投票情况!从
!%

名候选人中评

选出
#%

名
!%#$

*河南最美村官%$ 从
#%

名
!%#$

*河南最美村官 %中遴选出
'

名

候选人!向中央电视台*寻找最美村官%

活动组委会办公室推荐$

之后! 组委会将以新闻通气会等适

当方式!公布评选结果并颁奖!在全省范

围内进行广泛宣传$ !本报记者"

本报讯 (记者 王艳)

)

月
#*

日下

午! 市三届人大六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大

会! 听取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及市中

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徐光&杨正超&

李洪民&刘庆森&王建庄&董志辉&时兴功&

游保峰&解冰山 &王富生在主席台前排

就座$ 大会由常务主席& 市委书记徐光

主持$

市领导刘继标 &穆仁先 &谢海洋 &

刘国连&方婷&牛越丽&元相学&李绍彬&

张明山&杨永志&张广东&刘政&王田业&

姚建华&张文平&黄体勤&杨臖&程新华&

程维明&李继广&刘振亚在主席台就座$

李志增&高德友&李义凡&姚天民&杨箴红&

陈泽凯也在主席台就座$

在热烈的掌声中! 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李洪民向大会报告工作$他说!市人大

常委会在市委领导下! 全面贯彻落实党

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 紧紧围绕全市工作大局依法行

使职权! 认真完成了市三届人大五次会

议确定的各项任务! 各方面工作都取得

了新进展&新成效$ 一是坚持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积极推动周口科学发展$二是

坚持以人为本&履职为民!推动保障和改

善民生$ 三是坚持依法治市&依法依规!

大力推进民主法治建设$ 四是坚持完善

机制&强化保障!充分发挥代表作用$ 五

是坚持*三个自信%&舆论引导!积极做好

人大调研和宣传工作$ 六是坚持提升能

力&转变作风!切实加强自身建设$

李洪民说!

!"&$

年是全面深化改革

的关键之年&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

之年&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

年$ 市人大常委会今年工作的总体要求

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深入贯彻省委九届八次&九次

全会和市委三届八次全会精神! 坚持党

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

一!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

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

战略布局!紧紧围绕周口崛起方略!依法

行使各项职权!着力提升履职水平!圆满

完成各项任务!为加快实现周口崛起&富

民强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新贡献$

具体要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 认真履行

法定职责!切实增强工作实效'不断改进

代表工作!充分发挥代表作用'搞好民主

法治宣传!努力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切实

加强自身建设!全面提升履职水平$

市中级人民法院代理院长李志增向

大会报告工作$ 他说!

!"&)

年!全市法院

在市委坚强领导下! 在市人大及其常委

会有力监督下!在市政府&市政协及社会

各界关心支持下!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

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

正义%的目标!牢牢把握司法为民&公正

司法工作主线!扎实开展各项工作!为维

护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

障人民安居乐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全市

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
)$$)$

件! 审执结

'(!(&

件$

市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长高德友向

大会报告工作$ 他说!

!"&)

年!全市检察

机关在市委&省检察院正确领导下!在市

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下!在市政府&

市政协及社会各界关心支持下! 深入贯

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

全会精神! 全面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

职责!各项检察工作取得新进展$全年共

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
!(*$

人!提起公诉

)+$$

人$

出席政协周口市三届四次会议的政

协委员及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本报讯 (记者 张艳丽)

)

月
&*

日

上午! 政协周口市三届四次会议举行第

二次大会!听取委员大会发言$

市政协主席穆仁先!副主席姚建华&

张文平&黄体勤&杨臖&程新华&程维明&

李继广 & 刘振亚和秘书长张辉出席会

议$

市领导徐光&刘继标&杨正超&刘保仓&

方婷应邀到会听取发言$

会议由张文平主持$

市政协三届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

议应到委员
)''

名!实到
)&!

名!符合政

协章程规定$

会上!

*

位委员分别代表市各民主

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和委员!围绕

周口崛起 &富民强市 &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作大会发言!其中李应权代表民革周

口市委作了,关于加快治理交通路干渠

排水污染的建议 -的发言 '李宁代表民

盟周口市委作了,关于加快我市服务业

发展的建议 -的发言 '郑立冬代表民建

周口市委作了,关于加快我市金融服务

业发展的建议 -的发言 '崔颖代表农工

党周口市委作了,关于加快推进我市健

康服务业发展的建议 -的发言 '田学岭

代表民进周口支部作了,关于加快粮食

加工产业化进程的建议 -的发言 '李君

刚代表市工商联作了,关于缓解我市中

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建议-的

发言' 刘剑锋代表市知联会作了,加快

我市县级公立医院改革发展的建议-的

发言'张华委员作了,关于加快发展我市

现代畜牧业的建议-的发言'吴清华委员

作了,加快生态文明建设 努力打造美丽

新周口-的发言$

部分委员的发言还在会上进行了书

面交流$ 这些发言充分展示了参加市政

协的各党派团体& 各族各界代表人士参

政议政的重要成果$

市三届人大六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大会
政协周口市三届四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大会

市三届人大六次会议
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

本报讯 (记者 刘琰)

)

月
&*

日

晚! 市三届人大六次会议主席团举行

第二次会议 $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

徐光&杨正超&李洪民&刘庆森&王建庄&

董志辉&时兴功&游保峰&解冰山&王富生

在主席台就座$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

徐光主持会议$

大会主席团成员共
+&

人!出席会

议的有
(&

人!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听取大会副秘书长汇报各

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情况 !表

决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草案 )' 听取大会计划财政预算审

查委员会关于计划 & 财政预算报告

的审查报告 '表决通过了关于计划 &

财政预算的决议 (草案 )'审议通过

了关于接受李洪民辞去周口市第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职

务 & 时兴功辞去周口市第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职务的

决定 (草案 )'审议通过大会选举办

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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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刘玉涛) *谢谢你!雷

警官. 要不是你的全力施救!俺母亲的命早就没了$ #老

人的女儿含泪握着雷地的手感激地说$

'

月
!*

日上午!一位安徽籍老人在淮阳太昊陵赶庙

会时突发心脏病!情况危急$ 随后!在网格区域内执勤的

县公安&医疗等部门工作人员的紧急救助下!老人转危

为安$

这是今年羲皇故都朝祖会创新管理模式! 实施多部

门综合协调&联网联动!推行庙会网格化管理带来的新变

化$

为确保
!"&$

年羲皇故都朝祖会安全有序! 淮阳县

以*民间主导&政府服务&社会联动&市场运作&安全有

序&文明节俭#为办会原则!积极探索建立一套科学高

效&有序便民的庙会管理新机制!形成了*网格管理&服

务为先#的庙会管理新模式!实现了横到边&纵到底&无

缝隙对接!为网格内游客提供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动

态*零距离#服务$

*网格化管理是将所管辖区按照一定标准划分成若

干个单元网格$ 相关部门人员进入网格后!按照/一岗多

责0运行模式!建立起/以块为主&条块结合0的综合岗位

模块!进一步健全服务网络!实现区域管理的精细化和

人员责任化$ #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朝祖会指挥部常

务副指挥长祁永亮介绍说$

依靠网格形成合力!使工作力量得以成倍增加$ *交

警同志!我的钱包落在出租车上了!里面有手机&身份证&银行卡和现金$ #

'

月

!(

日
&&

时许! 来淮阳赶庙会的驻马店游客刘先生焦急地向正在该区域网格执勤

的交警闫本志寻求帮助$ 由于车多人多!闫本志一边请求
&&"

指挥中心调取附近

的视频监控!一边呼叫各网格执勤民警帮忙排查$

+

分钟后!淮阳县交警大队城市

中队指导员郑全礼通过对讲机告诉闫本志+*钱包已经找到!我现在就送过去$ #

庙会推行管理网格化让多种力量融入网格!实现了由单兵作战向上下协同

作战的转变!结束了管理*单打独斗#的局面!从而实现了提速增效$

'

月
!,

日!项城市的李先生一把拉过庙会上走失的孙子!跪在了淮阳县公安局

特巡警大队民警刘永光的面前$ 见此情景!刘永光立刻扶起李先生$ 原来!李先生带

着
(

岁的孙子到淮阳赶庙会!不料孙子走丢了$ 接到李先生的求助后!区域网格负责

人立即安排本单元格内人员进行排查!同时呼叫相邻网格人员协同帮助找人!最终

找到了走失的孩子$

小网格带来大变化$ 由公安&环卫&卫生&城管等多个部门编制的小网格搭

建了便民连心桥!撑起了庙会创新管理的一片蓝天!绘就了群众安全祥和逛庙

会的和谐民生画卷$

*一张网!包罗社会万象&覆盖百姓民生'小网格!实现责任到人&消除死角

盲区$ 朝祖庙会影响广&会期长&人员多!推行网格化管理使庙会上关乎群众利

益的民生琐事能在第一时间有效化解!让来淮阳的游客&商家逛起庙会来放心&

满意$ #县长&朝祖会指挥部指挥长马明超如是说$

)详见十六版*

+++记全国人大代表'河南
万果园集团总裁黄玉清

出彩周口人

商海弄潮儿 铿锵玫瑰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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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据新华社*

市三届人大六次会议举行记者会
详见四版

& 两 会 ( 热 议
详见二'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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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人民报告)西华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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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方案-

$ 我国自 #$日起下调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和工商业用电价格
$ 一季度三产占 %&'半壁江山 中国经济迈向服务业主导时代
$ 我国航空运输市场一季度增长迅速
$ 央行决定全面降准并定向降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