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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3$

日# 沈丘县召开招商引资推进

会#县领导皇甫立新$刘国庆$胡恩勇$

郭宇$夏新明$张瑛$吕孝坤出席会议#

各乡镇办$县直有关单位负责人参加了

会议%

会上#副县长夏新明回顾总结了
2

月份全县招商引资工作的总体情况&各

乡镇办就本乡镇招商引资工作具体情

况逐一汇报&县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

席张瑛#县产业集聚区管委会主任吕孝

坤就务求全县招商引资工作实效提出

了意见和建议%

县委书记皇甫立新在讲话中指出#

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工作#是县委$县政府

的一项重要部署# 是加快县域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举措%从汇报情况来看#全县

2

月份的招商引资工作有了很大进展#

各乡镇办的招商积极性都很高#有行动$

有措施$有效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

存在各乡镇工作进展不平衡$ 招商的主

导产业不突出$ 部分乡镇对招商政策不

了解等问题# 希望各乡镇办一定要更加

充分地认识到招商引资工作的重要性#

紧抓招商引资不放松# 力争尽快招引一

批大项目$好项目落地沈丘%

就如何进一步推进全县的招商引

资工作#皇甫立新要求#一要坚定信心#

坚持不懈# 对于有投资意向的大企业#

要紧盯不放#持续跟进#直到项目落地

沈丘&二要开拓思路#创新形式%利用一

切可以利用的资源# 招来一批实力雄

厚$有潜力并能与已有产业形成产业链

条的大企业&三要严格奖惩$督查问效#

将招商引资工作的具体成绩与干部的

考核任用联系起来#将招商引资成果纳

入'四制(考核范围#记入红黑档案#四

要加强协调$互通信息#各乡镇办要及

时向县里汇报当前的招商信息#共同分

析研判招商形势# 并拿出有力措施#加

快招商项目落地沈丘的速度#确保今年

的招商引资工作任务顺利完成%

皇甫立新在全县招商引资推进会上要求

加快招商项目落地速度

本报讯 !记者 韦伟 通讯员 迟驰

王进 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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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3$

日# 县委书记皇甫

立新$县长刘国庆会见了载誉归来的全

国劳动模范林峰和市劳动模范代表褚

全华$庞秀萍$李峰$黄长春$孙洋$李灵

芝#并和他们进行座谈% 县领导殷晓春$

胡恩勇$杨所超$张瑛及县总工会主席

李辉参加会见%

会见中#皇甫立新首先向全国劳模

林峰和市劳动模范表示热烈的祝贺和

诚挚的慰问#同时通过劳模向全县广大

劳动人民#向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劳动

者表示慰问% 他说#市劳动模范表彰大

会刚刚结束# 全县
3$

多名劳动模范受

奖#特别是林峰获得全国劳动模范这一

殊荣# 颁奖大会规格之高历史上不多

见#不仅是个人的荣耀#更是全县人民

的荣耀%

皇甫立新指出 # 荣誉就是一份责

任$一份压力% 全国劳动模范这个称号

崇高而伟大#是全国各行各业最优秀的

人才#有基层干部#有企业界代表#有教

科文卫界代表% 林峰作为农民代表不仅

代表全县
#$$

多万农民 # 也代表全市

#$$$

多万农民#劳动者只有扎实做更多

工作#做更大贡献#有更大影响力#被评

为劳动模范才当之无愧% 当劳模对个人

来讲是一个新起点# 要发挥更大作用#

希望各级劳动模范珍惜荣誉$ 保持荣

誉#戒骄戒躁$再接再厉#在各自的工作

岗位上把工作干得更好# 干出更大成

绩%

皇甫立新要求#全县要形成尊重劳

模$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

重创造的氛围% 他说#近年来#沈丘经济

社会发展很快#经济工作和农村农业工

作走在全市前列#沈丘的发展已经站在

一个新的起点上#已经成为全市经济社

会发展的领跑者$领头羊#这是全县各

级劳动模范和广大劳动者共同努力取

得的% 全社会要尊重劳模$学习劳模$宣

传劳模#弘扬劳模精神#进而尊重劳动

创造#激发劳动者为沈丘发展贡献的积

极性和创造性# 为沈丘的发展再立新

功%

林峰代表劳模发言时表示#能获得

全国劳动模范称号非常荣幸#荣誉不仅

属于个人# 而且属于全县劳动人民#是

上级对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充分认可#

在表彰大会上亲耳聆听了习近平总书

记的讲话#很受鼓舞#也很振奋#国家给

我这么大的荣誉# 感到责任更大了$压

力更大了#一定戒骄戒躁#为沈丘出彩

作出更大贡献#争取更高荣誉%

县领导会见全国劳模和市劳模代表

本报讯 !记者 韦伟 通讯员 柳柯

迟驰"

2

月
"5

日#沈丘县召开创建全国

'双拥( 模范县动员会# 县领导皇甫立

新$刘国庆$胡恩勇$曹新旺$刘永军$闫

开兴$崔永华$刘贡献#副县级干部$付

井镇党委书记胡东辉等出席会议#各乡

镇!办事处 "党 !工 "委书记 $专职副书

记$武装部长$民政所长#县'双拥(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县直单位负责人参加会

议%

县委书记皇甫立新主持会议并发

表重要讲话% 皇甫立新指出#'双拥(工

作无小事#是事关沈丘和部队建设大局

的政治责任和光荣使命% 创建全国'双

拥(模范县#既是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

求$维护党和国家大局的需要#也是弘

扬光荣传统$ 实现军民融合发展的需

要#更是加强军政军民团结$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的需要%全县各级各部门一定

要从讲政治$讲大局$讲团结的高度出

发#充分认识做好全国'双拥(工作的重

要性#把创建全国'双拥(模范县作为全

县当前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统一思

想#提高认识#加强措施#坚决打好创建

工作攻坚战#确保实现创建目标%

皇甫立新强调#创建全国'双拥(模

范县是一项系统工程#各级各部门要围

绕大局#突出重点#统筹推进#具体要做

到'六个到位(% 一是协调配合到位&二

是政策落实到位& 三是迎检准备到位#

四是资金投入到位& 五是舆论宣传到

位&六是打造特色到位% 同时要强化领

导抓落实#要明确责任抓落实#要强化

督察抓落实#为努力实现沈丘创建全国

'双拥( 模范县的目标# 为实现富民强

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奋力争当

周口崛起科学发展排头兵作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

县长刘国庆作动员讲话%他在讲话

中深入分析了'双拥(模范城的创建意

义和形势#并就具体工作进行了安排部

署% 刘国庆指出#创建全国'双拥(模范

县时间紧$任务重$标准高$要求严% 就

做好全国'双拥(模范县创建工作#刘国

庆要求# 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

坚定创建信心% 要把握住关键环节#务

求创建实效% 要夯实工作责任#凝聚创

建合力% 动员全县上下紧急行动起来#

齐心协力#冲刺攻坚#以坚定不移的目

标$决战必胜的勇气$求真务实的作风#

积极做好迎接全国'双拥(模范县检查

验收各项工作%

会上#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胡恩

勇宣读了)沈丘县创建全国'双拥(模范

县实施方案*&县委常委$县武装部政委

曹新旺宣读了 )关于表彰
"$#2

年度全

县'双拥(工作先进单位$先进个人及爱

国好军嫂的决定*&会议对
"$#2

年度全

县'双拥(工作先进单位$先进个人和爱

国好军嫂进行了颁奖%

皇甫立新在创建全国'双拥(模范县动员会上强调

打好创建攻坚战 确保实现创建目标

本报讯
2

月
"3

日#大型廉政戏剧

)大明朱元璋* 在沈丘县演出# 皇甫立

新$刘国庆$段传文$刘俊奇等县四个班

子领导与县直各单位$各乡镇!办"副科

级以上干部一同观看了演出%

县委常委$纪委书记殷晓春在演出

致辞中指出#沈丘县开展此次廉政戏曲

演出活动#是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

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省$市纪委全会精

神#进一步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反腐倡廉

教育#有效预防腐败现象的发生%)大明

朱元璋*这部戏是上级纪委推荐的一部

非常优秀的廉政戏剧# 曾在
"$#2

年全

省戏剧大赛中获得金奖%要通过观看这

部戏#真正做到知古鉴今#充分认识当

前有腐必反$有贪必肃的新常态#心存

敬畏$慎独慎微#讲规矩$守戒律#明明

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为全县党风

廉政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应有贡

献%

)大明朱元璋*以'朱元璋铁腕反

贪斩驸马(为故事框架#以独特的角度

揭示了农民皇帝朱元璋在推行自己心

目中理想的廉洁政治时所遭遇的意想

不到的阻挠#表现了其治国安民的博大

情怀和大义灭亲$力挽狂澜的胆识与魄

力%故事视角独特$贴近现实#对当前的

反腐败工作和廉政建设都具有深刻的

警示意义% 大家一致认为该剧阵容整

齐$唱腔音乐优美$灯光舞台美术大气$

演员表演真切动人# 是一部具有思想

性$艺术性$观赏性的优秀作品#观看的

同时也给自己上了一堂生动的廉政教

育课% !李文豪 肖飞"

廉政戏剧!大明朱元璋"在沈丘演出

本报讯
2

月
"2

日#在沈丘县直高

中操场上# 一场别开生面的青春励志

'成人礼(在此举行#

!$$

名高二学子依

次踏上红地毯 #步入 '成人门 (#踏上

'成才路(%

活动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序

幕% 伴随着优美的旋律#同学们依次踏

上红地毯#接受校领导$家长代表和老

师们为他们戴上的象征着青春和活力

的'成人帽(#同学们则向师长行过'拜

谢礼(#阔步迈过'成人门 (#以抖擞的

精神面貌迎接这人生中激动人心的时

刻#现场气氛神圣庄重%

随着 )生日快乐 * 音乐的响起 #

在闪烁的烛光中 # 在家长和老师的

见证下 # 同学们许下了
#!

岁的美好

心愿 #为自己祝福 $为家长祈祷 $为

学校祝愿 % 与会领导还分别为高二

年级各班送上了 '班级生日蛋糕 (#

作为送给他们的成人节礼物 % 前来

参加孩子 '成人礼 (的家长们纷纷表

示 #学校举办的 '成人礼 (活动 #使孩

子对 '成人 (观念有了更加明确的认

识 %

活动最后# 县直高中全体高二学

子进行了庄严的集体成人宣誓%

宣誓声载着信心$载着梦想$载着

全校高二年级全体同学对崭新人生的

美好憧憬#久久回荡在湛蓝的天空中%

!柳柯"

县直高中举办十八岁#成人礼$

对口帮扶沈丘县的央企大唐电信集团#经过半年来紧锣密鼓的建设#大唐融合!河南"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暨沈丘云计算

呼叫中心第一期已于今年
2

月份正式运营$目前#第一期
3$$

名员工已投身呼叫中心客服行业$图为第一批员工昨日正在紧

张工作$ !记者 韦伟 通讯员 王祥宇 摄"

!

记者 韦伟 通讯员 迟驰

火红的五月 # 洪山镇孟店桥村

6$$$

亩麦田里#青青的麦穗层层叠叠#

如波澜起伏#让人感受到丰收的喜悦%

'俺村养殖业从无到有# 现在发展

到
#$$

多户#解决了部分村民致富无门

问题#群众对干部的信任度提高了% (在

孟店桥村#当了
!

年村党支部书记的李

松涛谈起该村养殖业的发展滔滔不绝%

该村
5

个自然村 #

#3

个村民组 #

3%$$

多口人%

"$$%

年以前#'村大人多(

的孟店桥村'两委(班子闹不团结#群

众上访不断#干群关系紧张#是个令人

'头痛(的问题村%

'村官不好当#我这么年轻能不能

当好#心里还真没有底% (他说%

"$$%

年#刚刚大学毕业的李松涛临危受命#

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李松涛多方奔走# 考察适合孟店

桥村的发展项目& 他挨门挨户走访村

民#了解群众的想法&他积极向上级申

请项目#争取获得资金支持%

'合作社争取项目资金# 无偿提供

养殖户#并负责技术指导$对外销售$市

场信息% (李松涛说#

"$#"

年#该村成立

宏康养殖专业合作社#他兼任理事长%

发展有思路# 群众信干部%

"$#3

年#政府小额贴息贷款
!$

万元的项目

落户该村#每个养殖户
6

万元#首先发

展
#2

户从事养殖业% 当年#从山东引

进的小尾寒羊赶进了孟店桥村各个养

殖场#每户
3$$

只左右%

'干部操心不操心 # 群众的眼最

真% (李松涛说#党的干部服务群众#为

群众办事#群众心里像明镜似的%

"$#3

年# 养殖项目发展顺利的孟

店桥村村民尝到了甜头# 作为 '领头

羊(的李松涛也看到了希望% 这一年#

县科技扶贫项目落户该村# 由合作社

统一供种#每个养殖户
2

只母羊#一年

后母羊收回#羔羊归养殖户#农户不花

一分钱#免费享受这个惠民政策%

'对这个项目#村里优先想到的就是

困难户#所有的养殖户中#困难户占三成

以上%(李松涛说%该村村民毕友文的妻子

去世早#自个儿拉扯两个孩子#孩子们也

争气#都在上大学#就是家庭经济拮据%

'俺搞养殖没本钱#合作社免费提

供母羊#一年一只羊赚
%$$

多块#一年

养几十只羊# 也能供得起孩子上大学

了% (村民毕友文说%

养殖业的发展拉动了小麦$ 玉米

秸秆的巨大需求# 也改变了孟店桥村

处理秸秆的习惯%

'每个养殖户收集的秸秆都不够

用#更不会焚烧秸秆了% (李松涛说%在

几个大的养殖场准备的储藏发酵池 #

我们看到# 每个储藏发酵池有几百立

方米#能容下五百亩小麦$玉米秸秆%

'人心换人心#黄土变成金+ (这话

一点不假% 在孟店桥村#养殖场建起来

了# 水泥路修好了# 村里路灯亮起来

了#自来水通了#人心顺了#每个人脸

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作为一名农村基层干部#多做些

实事儿#多办些好事儿#多解决些难事

儿#就能赢得广大群众的理解$信任和

支持% (李松涛说%

"走基层 转作风 改文风

李松涛!把民心聚在致富路上

本报讯 近日# 为有效预防

和制止'节日病(发生#老城镇采

取三项措施#切实加强'五一(期

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一是加强党员干部党风廉政

教育%

2

月
"!

日#镇党委在镇三

楼会议室召开了党风廉政建设工

作会议%镇村全体干部$镇直部门

负责人$ 部分农村党员代表
"$$

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重申了党

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 重温了党

员干部廉洁从政'十不准($'六条

禁令(等相关规章制度#明确了镇

党委继续狠刹'四风(的决心#增

强了广大党员干部的廉洁意识%

二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落实% 镇党委专门下文要求各单位

领导要本着勤俭节约的原则安排好

节日活动#明确各单位负责人是'五

一(期间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

对本单位$ 本地区党风廉政问题负

有领导责任# 广大党员干部对节日

期间领导干部违纪行为负有监督$

制止和举报责任% !卢振"

强化"五一#期间
党风廉政建设

老城镇

本报讯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和省$市$县委及中

纪委及省$ 市$ 县纪委的相关要

求# 结合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各项

工作的开展情况# 留福镇党委进

一步加强教育#严肃纪律#强化督

查# 不断增强全镇党员干部廉洁

意识#强化'五一(期间党风廉政

建设工作#严防'节日病(发生%

一是提高认识%留福镇党委$镇

政府针对'五一(期间党风廉政建设

工作特点#召开专题会议#坚持'党

委书记统管全局# 纪委书记具体抓

落实(的原则#进一步统筹安排#部

署'五一(期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二是加强学习% 组织干部职

工认真学习各项廉政规章制度#

并通过提前打招呼$ 敲警钟等方

式# 开展反对奢侈浪费$ 提倡节

俭$反对腐败的教育#达到未雨绸

缪效果#坚决抵制各种不正之风%

三是严格追究% '五一(期间#

留福镇严格要求党员干部不仅要

管好自己#而且要管好家属#更要

管好身边工作人员# 做到一级抓

一级#层层抓落实#出现问题坚决

追究责任%

四是加强监督% '五一(期间#

留福镇加强对各村$ 镇直各单位

财务的监督管理% 采取定期或不

定期对财务开支情况进行抽查#

严肃财经纪律% 坚决杜绝 '节日

病(发生% !武昆"

留福镇

昨日#瓜农正在为西瓜苗压秧%修剪$ 在周营乡赵寨村#大棚种植户王中红种

植的温棚覆膜西瓜#由于种植科学%品种优#所以长势喜人#预计
6

月中旬就能上

市$ !记者 韦伟 通讯员 王祥宇 幺佳 摄"

县领导会见全国劳模和市劳模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