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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3$

日# 全县中层领导干部

会召开$ 会议对近期工作和加强党风廉

政建设进行安排部署$ 县委书记杨永志

主持会议$ 县领导马明超%张帆%苏中

林%祁永亮%宋志军%王智华%张文峰等

出席会议$

杨永志指出 # 一是要统筹安排当

前工作#认真抓好落实$ 要认真贯彻落

实省产业集聚区会议精神和省委书记

郭庚茂讲话要求# 按照当前全县整体

工作安排和要求# 转变作风% 抓好落

实#凝神聚力出实招%出实力%求实效$

二是要党风廉政建设常抓不懈$ 严格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认真落实党委主

体责任和纪委 !纪检组 "监督责任 #加

强对党员干部廉政教育# 廉洁过 &五

一'#把外在压力转变为自我约束和行

动自觉 #坚定党性 #增强政治免疫力 #

始终心中有戒%心中有责$ 三是要保持

良好的政治定力$ 要坚持不折腾#思想

上稳得住心神# 为全县干部群众做出

表率#把党员干部的思想%精力集中到

工作和发展上来$ 四是强化责任意识#

齐心协力推进各项工作$ 工作上要不

等不靠 %不观望 #干好本职工作 #尽到

责任#体现效果$ 通过扎扎实实地埋头

苦干# 不辜负上级组织信任和淮阳百

万人民重托# 为建设美丽淮阳建功立

业$

就做好当前工作 # 县长马明超提

出四点要求
4

一是要持续抓好社会稳

定# 层层传导压力# 着力做好社会治

安%信访稳定%安全生产等工作$ 二是

要持续抓好项目建设$ 分管领导总负

责%总协调#要突出重点#突破难点#优

化企业生产经营环境$ 三是要持续全

面提升干部作风$ 通过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 教育活动

等提升干部工作作风#为经济发展%项

目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营造良好

的干事创业环境$ 四是要持续研究改

进工作的方法$ 要研究统筹推进社会

稳定 %党务 %经济发展等工作的方法 #

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 研究适应新常

态的办法$ 通过坚定信心%夯实基础%

埋头苦干%稳中有为#实现淮阳经济社

会又好又快发展$

全县中层领导干部会要求

凝神聚力抓落实 埋头苦干求实效

本报讯
2

月
"3

日#周口市国土资

源局主要负责人率领局党组成员%各科

室负责人%各县!市"局局长一行
"$

余

人莅临淮阳县观摩指导工作$ 县长马

明超#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宋志军等

一同观摩$

观摩团先后深入淮阳县
"$#2

年第

一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项目

区%鲁台等四个乡镇土地整理项目区%

淮阳县
"$##

年等五个批次补充耕地

!储备 "项目区实地观摩 #观摩团认真

听取了相关项目负责人现场工作汇

报$ 在鲁台镇土地整理项目区#观摩团

看到淮阳县的土地整治项目区建成的

高标准农田里小麦一派欣欣向荣的景

象#仔细询问了工程进度 %工程质量 %

工程管理方面的经验和做法$ 在观摩

中#观摩团还对淮阳县 &两违 '整治工

作进行了现场指导与部署# 并对近期

以来开展的&两违'集中整治工作给予

肯定$

当日上午#观摩团一行来到县产业

集聚区#视察了联塑工业园新兴产业项

目#乘车环形观摩了县产业集聚区节约

集约用地情况$之后观摩团到白楼国土

所察看了基层国土所标准化建设情况#

并到白楼镇群众工作中心了解基层工

作情况$

随后#观摩团在淮阳县国土局会议

室抽查了淮阳土地利用% 用地审批%地

籍测绘%执法监察等业务办理台账卷宗

资料$ 通过实地观摩考察#观摩团对淮

阳县总体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夏有风 文
5

图"

全市国土系统观摩团莅临淮阳

观摩团一行察看鲁台镇土地整理项目区!

本报讯 !记者侯俊豫通讯员张艳荣"

2

月
"!

日#淮阳县表彰 &五一劳动奖

状!奖章"'获得者大会在县委党校会

议室举行$ 县领导王智华%张文峰%郑

绍亮%霍伟%张继华#县总工会主席丁

永华以及各乡镇%县直各部门%各企事

业单位工会主席#荣获淮阳县&五一劳

动奖状 !奖章"' 的先进集体和个人

"$$

余人参加了会议$ 副县长郑绍亮

主持会议$

会上#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

王智华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先进模范

人物和广大劳动群众在全县经济社会

发展中作出的突出贡献和不凡业绩#

要求全县广大干部% 职工要自觉地以

劳动模范为榜样# 立足本职# 学赶先

进# 为开创全县各项事业的新局面而

努力奋斗$

县人武部政委张文峰宣读 (关于

表彰
"$#2

年度淮阳县五一劳动奖状

!奖章"获得者的决定)#对淮阳县地税

局两税所等
"$

个先进集体和徐芳等

#63

名先进个人进行表彰$ 以此激励

全县各部门%各企业和全体劳动者#进

一步振奋精神#锐意进取#干事创业#

创先争优#为建设富裕%文明%和谐新

淮阳再立新功$

昨日"在三星手机耳机供应商日立亚电子淮阳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生产线上忙碌着!淮阳县近年来积极实施

#工业强县$旅游突破$城乡统筹$四化同步%发展战略"不断调整工业产业结构"增加企业科技含量"以提升产品质量和市场

竞争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 !记者 侯俊豫 摄"

本报讯
6

月
"

日上午# 淮阳羲皇

文化广场#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由县

教体局%县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的&全

民健身活动月' 启动仪式暨广场舞大

赛隆重举行$

轻盈的脚步#柔美的身姿#尽情挥

洒$ 参加本次活动的广场舞爱好者
3$$

多人齐聚人祖圣地%龙湖岸边#给广大

群众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视觉盛宴$

发展体育事业是全面提高人民群

众思想素质% 身体素质的重要组成部

分#更是凝聚民心%提升民气%聚合民

智的民心工程$ 此次广场舞大赛在全

县营造出人人享受运动乐趣的浓郁氛

围$ &淮综'

淮阳表彰!五一劳动
奖状"奖章#$获得者

淮阳启动%全民健身活动月&

!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耿凯

"$#6

年
#

月起# 淮阳县公安局在

全县开展&一村一警'活动#目的是保

民安#为群众办实事#构建和谐的警民

关系$

朱建军是淮阳县公安局警务保障

室副主任#根据工作安排#他成为郑集

乡李庄行政村的包村民警$

采访中 #记者见到朱建军右下嘴

角处生出黄豆大小的水泡来$ 他笑着

说 *&近段时间 # 村里活多 # 没休息

好$ '

&自从他走进李庄#大事小事他都

管$ 电话多%跑腿多%干活多#喝水少$

久之#谁能不上火+ '他的同事介绍$

说着# 这名民警向记者讲述朱建

军为民所做的几件小事来$

"还是朱警官想得周到#

"$#6

年
#

月# 朱建军到该行政村

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了解掌握社情民

情$ 经过几天调查走访#初步掌握该行

政村共有
%

个自然村#总人口
"778

人#

大约有
!6$

余人外出务工# 年龄大部

分在
#!

岁至
26

岁之间$

春节前夕# 该行政村外出务工者

陆续回家过年# 卢庄自然村在新疆务

工的卢景岗过年看到朱建军送给家人

的警民联系卡#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拨

通朱建军的手机*&朱警官# 俺有一事

相求#不知能否帮忙+ '&你说吧, 只要

我能办的#一定办理$ '卢景岗见朱建

军如此爽快#于是#便心无顾忌地说 *

&俺的驾驶证还差
8$

天就要年审了 $

年前审时间未到# 年后审又怕耽误做

生意$ 你看咋办合适+ '&这事好办$ 快

年审时#你提前几天邮寄给我$ 等年审

后#我再邮寄给你$ 这样两不耽误$ 你

看咋样+ '&中, 中, 朱主任#还是你想

得周到呀, '卢景岗在感激的同时#要

请朱建军吃饭$

而朱建军则说*&以后# 咱们都是

亲戚啦#何必恁客气+ '

就是这样一件助民的小事# 便在

卢庄村传开了$ 随后#有人也找朱建军

帮助年审驾驶证# 有人找朱建军诉说

家中困难# 有人找朱建军调解家庭矛

盾纠纷$

对此#朱建军来者不拒#一一给予

热情的接待$

时间不长# 朱建军便与这行政村

的
%

个自然村村民交上了好朋友 #主

动找他帮忙办事的人越来越多# 而朱

建军的办事原则也从不会变 * &能办

的#立即办-不能办的#想办法办$ 只要

村民有所求#就要有所办$ '&只要思想

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

"举手之劳的事为啥不干$

去年
##

月中旬的一天#朱建军刚

走出局机关大门# 一眼便瞅见一位十

几岁的小姑娘在焦急地等待什么$ 他

便上前询问*&闺女# 你来这儿等人还

是办事+ '&俺是来办临时身份证的$ '

&户籍室现在已搬到西关综合服务大

厅啦, '&哦+ 搬走啦+ 叔叔#西关服务

大厅在哪个地方+ 咋走+ '

朱建军一看表说*&呀+ 快下班了$

时间怕是晚了$闺女#我开车送你去, '

小姑娘见身着警服的朱建军也就放心

坐上车$

然而#最终还是到了下班时间#户

籍室已关门$ 朱建军说*&闺女#就在这

办$ 你在这附近转一转# 下午再办咋

样+ '&不等啦$ 叔叔#俺还得到医院照

顾奶奶哩, '小姑娘说$ &你爸妈不在

吗+ '&他们都外出打工去了$家里只剩

下我和奶奶$ '

朱建军此时已知道小姑娘的家

境$ 于是#他又把小姑娘领到单位食堂

吃饭# 饭后又掏腰包买些营养补品开

车把小姑娘送到医院$ 下午#帮小姑娘

办好临时身份证# 又开车把她送到淮

阳中学$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 像这样的事

对朱建军来说#可谓是家常便饭#他具

体帮助过多少人# 连他自己也记不清

楚$

朱建军说*&有些事对我们来说不

算个啥事# 可对于农村孩子来讲却是

天大的事$ 因为他们到县城办事举目

无亲#不知找谁去办#甚至连路咋走也

不知道$ 再说#他们往返一趟不容易#

花钱费时不说#有时还耽误上课$ 对于

村民来说# 还耽误他们干农活或做生

意$ '

&对于我们来说#举手之劳的事为

啥不干+ 送人玫瑰#手留余香呀, '

帮助村民改正身份证名字

朱建军在李庄行政村当包村民警

时间不长#但名子已妇孺皆知$ 村民们

都愿意与这位说话平和%办事认真%没

有官架的老民警交朋友$

有的村民有时还主动跟他开玩

笑$有的村民干脆喊他&老朱'$朱建军

说*&村民喊我能喊到 .老朱/ 这个份

上#说明村民已接纳了我$ '

正月十五前夕# 朱建军自掏腰包

购买元宵%方便面等礼品慰问
#$

多户

特困户# 路上正好碰到卢庄村的卢景

华$

寒暄之后#卢景华说*&老朱#俺正

准备给你打电话哩$ 没想到在这碰上

你$ '&啥事+ '朱建军问$

&俺想请你帮助改改身份证名

子$ '卢景华说$

原来#卢景华二代身份证办理时#

错写成了&芦井华'#致使卢景华用身

份证办事很作难# 而且有些棘手的事

至今也未能办成$ 后来#朱建军又走访

调查卢庄村#像&卢景华'这样错写成

&芦井某'的还不在少数$

卢景华讲 *&名子后俩字写错 #可

以原谅#但把姓写错了#真让人心里纠

结$ '

掌握第一手材料后# 朱建军立即

把此事和有关部门进行沟通协调 #并

积极帮助卢景华整理户口变更手续 $

卢景华身份证名字更改的事# 正被朱

建军逐级上报办理中$

心系百姓暖万家
000县公安局包村民警朱建军&二三事'

6

月
2

日"淮阳县

举办 #爱心在行动"翰

墨献真情%活动(

"$

位

书画家义写"爱心企业

和社会各界义捐"共同

为公益事业注入#淮阳

正能量%" 赢得群众点

赞) 作为艺术家"就要

*艺术有品味" 心中有

人民"奉献敢担当%"用

让人陶醉的文艺作品"

奉献担当的情怀"给力

建设富裕+文明$美丽$

平安淮阳!

把艺术品位作为

第一追求"做到艺术高

尚!要坚持高尚的艺术

品位" 弘扬主旋律"传

播正能量"展现经济社

会建设中敬业奉献的

好模范$爱国爱家的好

典型$积极向上的新风

尚! 艺术品位要*高大

上%"即内容高雅健康"

艺术语言大气脱俗"给

人向善向上的力量 !

,兰亭序-*飘若惊鸿"

矫若游龙%"给人赏心悦目的视觉美和

文化品位.,祭侄文稿-*苍墨枯笔"苍

劲流畅%"英风烈气"慨以当歌"融家国

情怀和个人亲情于一卷.,我的祖国-

*好山好水好地方"条条大路都宽敞%"

唱不尽对祖国的无限热爱) 高尚品位

的艺术作品" 才经得起人民和历史的

检验)

把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 做到

艺术为民)艺术来自于人民"更要服务

人民) 要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

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落实*文艺为

大众服务%的要求"走出书斋"到基层

一线*接地气%.摒弃孤芳自赏的心态"

主动到社区接受群众的评判) 心中有

民"才会被人民铭记) *衙斋卧听潇潇

雨"疑是民间疾苦声%"郑板桥因爱民

忧民+赈灾放粮"才被后世称赞) 老舍

先生一生挚爱祖国"写出,骆驼祥子-+

,茶馆-等经典"荣膺*人民艺术家%称

号) 心贴人民有多近" 作品就会有多

真) 心中有人民"笔端有冷暖"才会创

作出群众喜闻乐见+ 有人文关怀的艺

术作品)

把奉献精神作为人生信仰" 做到

艺术有风骨)艺术家要心怀感恩"把奉

献作为艺术风骨. 要在公益活动中走

在前面"在为民服务中体现自我价值"

在颂扬祖国中尽情放歌. 要感知世间

冷暖"为弱势群体奉献爱心.要服务群

众精神文化生活" 创作出积极向上的

艺术作品),左传-曾云
4

太上立德
9

其次

立功
9

其次立言) 艺术家要始终保持奉

献精神"彰显艺术风骨"创作出无愧于

时代的艺术作品" 铸就德艺双馨的艺

术人生)

做
有
奉
献
精
神
的
艺
术
家

!

张
焱

傅
世
桢

2

月
"7

日"县国税局举办税收宣传月廉政教育月书画笔会) 十余名书画爱好

者挥毫泼墨"用翰墨丹青助力税收宣传和廉政教育"现场创作书画作品
"$

余幅"

进一步营造了浓厚的税收宣传和廉政教育氛围) !刘静 简强 摄"

6

月
2

日"团县委组织
"8

家理发店
6$

名理发师"在县老干部活动中心开展了

庆*五四%免费为环卫工人义剪献爱心活动)

"$$

多名环卫工人在理发师的精心打

理下发型焕然一新"精神抖擞) !团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