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一办三室"#让公厕发挥最大作用
公厕定时开关 市民如厕难堪

本报讯 !记者 马月红" 连日来#有些市民不

断反映#中心城区新设置的公厕定时开关门太不

方便了$

!

月
"#

日#记者随市%一办三室&联合督

查组人员来到中心城区的七一路与文明路交叉

口#果真看到附近公厕门上写有%早上
$

点至晚
%

点开放&的字样$

据了解#

#&'(

年# 川汇区在中心城区共建
)&

座移动公厕$ 在七一路与文明路交叉口附近的公

厕内# 管理员张女士告诉记者'%公厕如果晚上不

关门#诸如窗户玻璃(水龙头(拖把等公共设施便

会遭到人为破坏$&川汇区爱卫办主任马淮海告诉

记者#前段时间#位于金海路与银珠路交叉口附近

的公厕就被人蓄意破坏# 交通路与八一路交叉口

西北角的公厕玻璃被砸$他同时表示#川汇区爱卫

办本着%方便群众(为百姓服务&的理念#可以延长

公厕开放时间#如果有
*(

小时开放的必要#也会

考虑全天候开放$

当天#市%一办三室&联合督查组先后到七一

路(大庆路(交通路#对投入使用公厕的管理情况

进行督查#现场提出整改意见$督查组要求各相关

责任单位加强沟通(积极协调#努力让公厕发挥最

大作用#不断提升城市品位#做到真正服务于民(

造福于民#将好事办实(好事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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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广大护士和乡村医生致以节日问候
刘继标会见!最美护士"#!最美乡村医生"

本报讯 !记者 李莉 刘艳霞"

!

月

)*

日是国际护士节$ 当天上午# 市长

刘继标(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解冰山(

副市长张广东( 市政协副主席李继广

亲切会见荣获周口市%最美护士&(%最

美乡村医生&称号的医护人员#并通过

他们向全市广大护士和乡村医生致以

节日的问候$

刘继标与荣获周口市 %最美护

士&(%最美乡村医生&称号的医护人员

一一握手表示祝贺# 并关切地询问他

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叮嘱他们注重

劳逸结合#保重身体健康#更好地为病

患服务$ 刘继标说# 护理工作虽然平

凡(琐碎#但与人的生命和健康紧密相

连# 护士这个职业也因此成为人类最

高尚的职业之一#被人们称为%白衣天

使&$ 乡村医生是我国医疗卫生服务队

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发展农村医疗

卫生事业( 保障农村居民健康的重要

力量#是农民群众的健康%守护人&$ 所

以说#大家肩负的使命是光荣的(责任

是重大的$

刘继标指出#一要发挥引领作用$

要继续发扬 %燃烧自己 (照亮别人 &的

南丁格尔精神和 %毫不利己( 专门利

人&的白求恩精神 #珍惜荣誉 #戒骄戒

躁#示范带动 #不断扩大榜样的力量 #

努力做行风建设的引领者$ 二要树立

道德风尚$ 要时刻把%德&放在首位#持

续不断加强医德医风建设# 自觉抵制

社会不良风气侵袭# 以良好的医德服

务人民( 造福百姓$ 三要注重学习提

高$ 要矢志不渝地加强学习#不断完善

知识结构#提高医学技术水平#把所学

知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做党的

方针政策的传播者( 法律法规的执行

者(医学技术的实践者#切实做到学以

生智(学以提升(学以致用$ 四要助力

改革发展$ 要坚定改革的信心和决心#

积极主动参与改革(支持改革(推动改

革# 努力把党和国家的各项医改政策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保障千万人民

健康 #实现周口崛起 (富民强市 (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作出积极贡献$

刘继标 (解冰山 (张广东 (李继广

等还与周口市%最美护士&(%最美乡村

医生&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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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村变新颜#穷村变富村)绝望村变成了希望

村#困难户走上了致富路)村里建起了工厂#村民在

家门口实现了就业**西华县这些翻天覆地的可

喜变化#得益于扶贫开发和省市定点帮扶政策的贯

彻落实$

近三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西华

县委(县政府抢抓国家新一轮扶贫开发和省市单位

定点帮扶机遇#认真贯彻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尹

晋华提出的%驻村联镇扶县&帮扶工作指示精神#把

扶贫开发整村推进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实行集中

人力(集中项目(集中资金%三个集中&#突出主导产

业(基础设施 (村容村貌 %三大重点 &#走出了一条

%资源整合(资金捆绑#部门联动(群众参与#整村推

进(连片开发&的扶贫开发新路子#扶贫开发工作取

得了显著成效$

精准扶贫!扶到根上 扶在点上

前不久#西华县黄桥乡后石羊村召开村民代表

大会#对全村
(+)

户申报扶贫对象#以票决方式评

出贫困户
,-$

户
)$)+

人$ 对这个结果#无论扶贫对

象还是其他村民#都打心眼儿里认可$

%以前贫困人口数量是根据统计抽样调查数据

推算出来的#至于谁是贫困人口#致贫原因是啥#怎

样才算真正脱贫#我们都不太清楚$ 后石羊村通过

村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扶贫对象#大家信服$ &西华

县扶贫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如是说$

为切实提高扶贫工作的针对性#确保%扶到根

上(扶在点上&#

*.)(

年#西华县根据省市精准扶贫

工作会议精神# 按照国家确定的
*+,$

元的贫困户

标准# 开展了农村扶贫对象识别和建档立卡工作#

逐村逐户调查#摸清贫困户的数量和贫困度#为全

县
)),

个贫困村
%/(!

万名贫困户进行了建档立卡#

实行一户一本台账(一个脱贫计划(一套帮扶措施#

确保扶到最需要扶持的群众(扶到群众最需要扶持

的地方$

合力扶贫!工作到村 扶贫到户 责任到人

确定了扶贫对象#由谁来帮扶+ 西华县从健全

基层组织着手#积极争取多方支持参与#努力凝聚

扶贫工作强大合力#解决了谁来帮扶的问题$

基层组织自身带扶$ 结合去年的村%两委&换届

工作#该县严把选人用人关#切实把那些负责任(敢

担当(能力强的人选入村%两委&班子#并先后举办

了两期培训班# 选派重点人员到先进地区学习#增

强他们带头致富的能力和带领群众致富的能力$ 全

国种粮大户盖会章当选西华营镇常武营村党支部

书记后#以专业合作社的形式带领贫困群众发展规

模化种植养殖#承包土地
!$&&

多亩#年出栏生猪
$/!

万头#创造利润
-&&

多万元#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

了整村脱贫$

开展干部驻村帮扶$ 按照%工作到村(扶贫到户(责任到人&原则#该县派出
-&

个

驻村工作队(

)*-!

名干部与贫困户%结对认亲&#实现每个贫困村都有驻村工作队#每

个贫困户都有帮扶责任人$ 驻村工作队按照贫困户个性需求和共同特征#因户施策#

一户一计#建立台账#动态管理#统筹解决贫困群众生产生活问题$

借力省市定点帮扶$

*&)*

年#

)$

家省市单位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

府号召#对该县进行定点扶贫#分包
)$

个行政村共有贫困户
)%$)

户
+*!$

人#占全县

贫困人口的十分之一$ 他们结合单位性质#送温暖(引资金(传技术#多年如一日#用

满腔热情谱写了一曲曲帮扶赞歌#为推进西华县扶贫开发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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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阳县为失地农民撑起!保障伞"

征租双补 失地特补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刘

玉涛" %县里除按标准发给我们土地征

收补偿和补助外# 今天又发给我们养老

保险金补贴# 能不叫人高兴吗+ &

!

月
-

日# 在淮阳县失地农民养老保险金发放

现场#城关镇西城区
+,

岁的村民张之明#

手里握着刚领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险金补

贴存折乐呵呵地说#%县里给我们发放养

老保险金#这真是做梦也没想到啊$ &

和张之明一样#当天#该县城关镇

首批
(*

户年满
$&

岁的失地农民均领

到了养老保险金补贴$

近年来# 随着新型城镇化快速发

展#一些田地被征用#失地农民的社会

保障诉求日益凸显$为破解这一民生难

题#淮阳县在认真研究国家政策(借鉴

外地经验的基础上#以让利于民(确保

农民利益为出发点# 除了健全医疗保

险(社会救助(就业服务等保障体系外#

还专门出台%征租双补(失地特补&的新

征地政策#保证失地群众眼前利益不受

损(长远生计有保障#让他们切实享受

到城市发展带来的实惠$

%新政策规定因国家建设征地需

要#致家庭人均耕地不足
&/,

亩的为失

地农民$ 政策为他们筑起三道保障线#

第一道保障线#是按照区片地价标准给

被征地农民的土地征收补偿)第二道保

障线# 是在本轮土地承包经营期内#给

被征地农民每年每亩被征收土地补助

)*&&

斤小麦 !三级花麦 "# 或相当于

)*&&

斤小麦的现金总额) 第三条保障

线#是失地农民年满
$&

岁者#每人每月

领取
*,&

元养老保险金补贴$ &该县常

务副县长宋志军向记者解释政策时如

是说$

市人社局有关负责人称#淮阳县针

对失地农民生活保障问题出台的%征租

双补(失地特补&的新征地政策#提高了

社会保障水平#使被征地农民得到了实

惠#开创了全市乃至全省破解保障失地

农民生活问题的先河$

除给予年满
$&

岁失地农民养老保

险金补贴外#对有劳动能力的一部分失

地农民#该县从就业培训(信息服务(劳

动保障等方面入手#为他们转移务工牵

线搭桥#通过订单培训(定向输送#帮助

他们实现再就业#让他们转变为%产业

工人&)在资金(技术等方面加大支持力

度# 鼓励引导一部分失地农民自主创

业#以创业促就业#为失地农民多方面

多层次%造饭碗&**

%没有了地# 作为家里的顶梁柱#眼

前一抹黑#我感到很无助$ 当时#多亏政

府免费对我们进行就业指导# 也正因为

此让我转变了发家思路# 搞起了水果批

发$&该县西城区一大型水果批发商张先

生告诉记者#现在他生意不错#再加上政

府补助#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在城市发展和经济建设过程中#

农民把赖以生存的土地奉献出来#作为

执政者一定要为他们特别为失地农民

解决生活之忧$完善健全失地农民社会

保障体系#是惠及失地农民(促进社会

和谐的一件大好事#我们一定要把这项

民生工程(德政工程做得更扎实$&在失

地农民养老保险金发放现场#淮阳县人

民政府县长马明超坚定地说$

全 市 ! 一 日 捐 "

募集善款近千万元
本报讯 !记者 窦娜" 记者昨日从市

慈善总会获悉# 今年的扶贫济困 %一日

捐&活动在全市各单位的积极参与下#截

至目前已收到善款
%-)/%!!

万元$

市慈善总会捐赠办主任张兴旺介绍#

除沈丘县(西华县(淮阳县(川汇区的%一

日捐&活动正在筹备中之外#其他县市区

的捐款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开展$ 截至目

前#市直募集善款
),$/%!!

万元#项城市募

集善款
,&(

万元#郸城县募集善款
)-&

万

元#太康县募集善款
)!&

万元#商水县募

集善款
),&

万元# 黄泛区募集善款
()

万

元#扶沟县募集善款
(&

万元$

%尽管全市扶贫济困,一日捐-活动

启动至今已有
)

个多月时间# 但由于各

县市区的实际情况不同# 所以进度也不

统一$ &张兴旺告诉记者#截至目前#有的

县%一日捐&活动已接近尾声#而有的县

尚未开始$ 活动还在继续#相信募集善款

的数额必将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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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彩周口人

马艳丽!

中国时尚 一(马)当先

!!!!!!!

月
)*

日!位于淮阳县产业集聚

区的河南中玻玻璃公司的工人! 正在

为登封市一旅游景点赶制"太空飞人#

游乐设施项目所需的特种玻璃$ 近年

来!淮阳县积极实施"工业强县%旅游

突破#发展战略!注重增强企业科技含

量!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以促进工业

经济转型升级$

!记者 侯俊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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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书屋是农民朋友的好帮

手!也是留守儿童的乐园$ 可是!

不少农家书屋建成之后! 除了在

上级检查时向群众短暂开放外!

平时&铁将军#把门!农民朋友和

农村孩子只能隔着窗户看看屋内

落满灰尘的图书!书屋被讽为&农

家锁屋#%&村级摆设#$

为什么不开放' 有些村委会

以没有专职管理员%缺少必要设

施等客观原因来搪塞 ! 甚至说

&把书锁起来最安全#!这真是令

人啼笑皆非$ 农家书屋没必要办

得像城市图书馆一样!但定时向

群众开放! 应该是最低要求!否

则就只是&驴粪蛋儿外面光#$ 而

缺少管理员!也不应成为&锁屋#的理由!一些村民或

退休人员其实很乐意志愿担负管理工作$

&最后一公里# 的事! 可以让群众更多地参与进

来$ 农家书屋只有

做到真正让老百

姓想用 % 能用 %常

用!才能发挥出应

有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