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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4

日#由县文明办$县妇联

共同举办的%最美家庭&表彰大会在县

工人文化宫举行' 会议共表彰了
%5

户

尊老爱幼$教子有方$夫妻和睦$勤俭持

家$邻里互助$男女平等不同类型的%最

美家庭&(县领导杨永志$马明超$张帆$

苏中林$祁永亮$朱在红等出席#市妇联

主席李华到会祝贺(各乡镇!场"主要领

导#县直各单位分管领导$妇女工作者

和部分受表彰代表参加会议( 县委常

委$县纪委书记祁永亮主持会议(

县长马明超在讲话中指出# 广大

女性在传承家庭美德$传递社会文明$

引领社会新风$ 促进社会和谐中有着

不可替代的责任( 广大女性要自觉传

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踊跃参与家庭

美德创建活动#带头尊老爱幼$科学教

子( 他强调#全县广大家庭要向受表彰

家庭学习# 学习他们坚强的意志和永

不放弃的精神# 学习他们关怀他人和

无私奉献的情怀# 学习他们宽广的胸

襟和崇高的境界#深入弘扬尊老爱幼$

夫妻和睦$ 邻里互助$ 勤俭持家的美

德#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树

立助人为乐$ 无私奉献的社会主义道

德新风尚# 以家庭的进步促进社会的

和谐与发展(

淮阳表彰 !"#$年度!最美家庭"

本报讯 !记者侯俊豫通讯员张晓黎"

3

月
#4

日#淮阳县基层四项基础制度建

设暨%村务日&推进大会召开( 县委书记

杨永志主持会议并讲话( 马明超$祁永

亮$宋志军$李飞$谢留定等县四个班子

领导出席会议(

根据省委$市委关于加强基层四项

基础制度建设的意见#结合全县农村工

作实际和农村风俗#淮阳县委决定每月

初六$十六$二十六为全县%村务日&( 在

这三天#淮阳县派驻村工作队员$驻村

警务人员$乡镇包村干部$村%两委&干

部$ 党员和群众代表参加 %村务日&活

动#详细了解群众生活$生产情况( 村里

群众通过%村务日&活动%有事说事&#把

自己的实际困难当面反映给基层干部#

干部也会在这三天%集中办事&#解决群

众反映的问题(

马明超指出#要统一思想#充分认识

到推行%村务日&的重要意义( 农村逢六

%村务日&是推进基层四项基础制度建设

的有力抓手$是探索解决服务群众%最后

一公里&问题的有效途径$是加强基层党

组织建设的有效平台$ 是提高基层治理

能力的有效载体(要明确任务#全面推进

%村务日&( 全县各级党组织要以 %村务

日&为抓手#扎实推进省委关于完善%基

层民主科学决策制度$ 矛盾调解化解制

度$便民服务工作制度$党风政风监督检

查制度&的战略部署#持续全面提升农村

党建水平(要明确职责#切实加强对推行

%村务日&的领导#坚定信心#明确责任)

强化措施#务求实效)示范带动#积极探

索)搞好结合#扎实推进)加大投入#提供

保障)强化督导#严格考评(

马明超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充分发

挥农村%村务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

基层党员干部更好地服务改革$服务发

展$服务民生$服务群众( 要认真贯彻上

级党建工作部署#抓好推行逢六%村务

日&这个载体和平台#在作风建设的%新

常态&中提升境界#在服务群众的%新常

态 &中凝聚民心 #在干事创业的 %新常

态&中展示作为#为社会和谐稳定$百姓

安居乐业增添澎湃动力#为淮阳崛起凝

聚强大能量#开辟淮阳美好未来(

杨永志强调# 要认真贯彻传达会议

精神# 让每一名党员干部都要明白农村

%村务日&的重要意义和工作重点#掌握

工作方法和步骤# 成为做实基层四项基

础制度的实践者)要切实抓好落实#以老

百姓切身利益为出发点#俯下身子#工作

在一线#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要简政

放权#层层下放#细化分工#强化责任#确

保百姓的事有人抓$有人管$见成效(

会议宣读了*关于在全县农村开展

逢六%村务日&的通知+,*淮阳县农村逢

六%村务日&工作督导制度+)示范点乡

镇党委书记$村党支部书记代表作表态

发言(

全县基层四项基础制度建设
暨!村务日"推进大会召开

杨永志强调!让每一名党员干部成为做实基层四项基础制度的实践者!以百姓
切身利益为出发点解决百姓的实际问题!确保百姓的事有人抓"有人管"见成效

3

月
"$

日至
"#

日!为贯

彻落实全市产业集聚区暨重

点项目建设工作精神! 淮阳

县召开党政专题会议! 专门

委派由县委常委" 县委办公

室主任王智华任团长! 县总

工会主席丁永华任副团长的

党政考察团!先后赴鹿邑"太

康"郸城 "沈丘 "项城参观考

察# 所到之处! 考察团一路

走"一路看!他们围绕征地拆

迁"推进项目建设"培育主导

产业等选题与各县市有关负

责人进行了深入交流$ 参加

考察的国土%发改"招商等部

门负责人纷纷表示要对照先

进找差距! 认真学习和借鉴

先进县市的成功经验和做

法!勇于担当 "各负其责 !为

强力推进淮阳县产业集聚区

发展和&两区'建设作贡献$

!记者 侯俊豫 摄"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耿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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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6

日上午# 县公安局在县

医院举行公开退赃大会#对近期破获的

%

6

-

#5

& 系列盗窃患者财物案中追缴的

财物进行公开退还( 此次退赃会#

4

名

受害人被盗现金
""!7$

元分文不少全

部追缴退还(

近期#淮阳县医院住院部发生多起

住院患者及家属现金被盗的案件(案发

后#县政府党组成员$县公安局局长李

凤丽立即作出批示#要求刑警大队迅速

成立专案组#坚决打掉此类盗窃病人救

命钱的犯罪团伙#最大限度地为受害群

众挽回经济损失( 案件侦办过程中#副

局长殷秀夫$刑警大队队长于磊亲自指

挥#专案组民警不顾疲劳#千里追踪#远

赴浙江舟山$转战江苏南通#行程
5$$$

余公里#历时
#5

天#成功破获这起系列

盗窃医院患者财物案#分别在浙江舟山

一快递公司和江苏南通一工厂内将犯

罪嫌疑人赵某某$ 齐某某抓捕归案#破

案
4

起(

退赃大会上#前来认领被盗财物的

受害群众对公安机关能够迅速破案$及

时为当事人挽回经济损失给予了高度

评价#对公安民警为维护社会治安稳定

做出的不懈努力表示衷心感谢(到场驻

足观看的群众达数百人#大家对公安机

关打击盗抢等侵财性犯罪的行动给予

赞赏#并表示将积极配合公安机关打击

%两抢一盗&犯罪#共同维护社会治安平

稳(

在退赃会现场#殷秀夫表示#本次

退赃大会既是公安机关严打整治成果

的展示#更是展现公安机关打击犯罪坚

强决心的一项重要举措(他希望广大群

众行动起来#积极主动支持和配合公安

机关的打击行为# 提供更多的案件线

索#为公安机关打击犯罪$破获案件提

供便利(

县公安局公开退还住院患者被盗现金

!

记 者 侯俊豫

通讯员 张 健

现年
65

岁的

张丽# 家住淮阳大

连乡乔庄自然村 #

她的家庭是四世同

堂( 虽然只是一个

平凡而普通的家

庭# 没有什么轰轰

烈烈的事迹# 但是

全家人遵纪守法 $

夫妻恩爱$ 尊老爱

幼$家庭和谐$邻里

和睦# 用农家人特

有的勤劳$ 朴实和

宽容造就了舒心 $

幸福的生活# 深受

邻里和社会好评(

身为人妻$ 人母

和人媳#张丽一直坚持

着中国传统妇女的朴

素$孝顺和勤劳#尽心

尽力地做好一切#照

顾好老人和孩子#关

心体贴丈夫( 她希望

能够通过自己的努

力# 给予家人无微不

至的关怀#让她的家庭

变得更加幸福温暖(

张丽一直尽心

尽力地照顾老人和

孩子# 体贴丈夫#勤

俭持家#希望通过自

己的努力#让她的家

庭变得更加温馨 (

"$#6

年
%

月# 她的

公公麦收大忙期间

心脏病$ 高血压并

发#在医院住院一个

多月#适逢在乡政府

工作的丈夫防火任

务重#家里$地里全

靠她一人操持# 同时还要抽空去医院照

看公公#那段时间她整整瘦了一圈#家里

人都感动得落泪(

"$#6

年
4

月#她的婆

婆因膝关节有遗物# 在周口市一家医院

住院半个多月#生活不能自理#张丽端茶

送饭$喂药洗衣#婆婆常自豪地对人讲自

己有一个好媳妇#比亲闺女还亲(

张丽的丈夫乔广东在乡镇基层工

作#可以说是一个%工作狂&#又是一个孝

子( 丈夫常常为乡里的事情四处奔走#

照顾家庭的精力相对较少#但张丽并不

埋怨他( 只要有空#丈夫都会主动地帮

她分担家务( 对于孝敬老人$教育孩子

等大事小事# 他总会主动与她商量#互

相配合( 不论工作多忙#丈夫都要抽出

一定时间#回老家看望父母#哪怕是回

家坐坐#陪父母说说话#心里也觉得踏

实(

"$#6

年父亲有病期间#他白天坚持

上班# 晚上回乡下老家去照料父亲#几

次都差点晕倒在工作岗位上( 或许是看

到母亲张丽忙活家里家外的辛劳#张丽

的儿子$ 女儿从小就非常听话懂事#平

时只要在家都抢着扫地$ 做饭干家务(

儿子$女儿目前都已考上了大学#在家

的时间少了#但他们总是不忘常打电话

回来提醒全家人注意身体#节假日回家

时总带些好吃实用的礼物回来孝敬长

辈#全家人心里总是美美的( 乡邻们有

时会问张丽是如何教育孩子的#她觉得

少说$多做给孩子看才是最重要的(

幸福美满的家庭离不开与乡邻们

处好关系(邻居家只要谁有了困难#张

丽知道了就会主动伸手帮助# 为大家

排忧解难(

"$#5

年邻居乔大爷家很贫

困#儿子相亲很难#好不容易找了个对

象# 却因为无钱办喜事差点让亲事黄

了# 张丽知道情况后# 主动借钱给他

们#把媳妇接回了家(

%家和万事兴&( 一个家庭之所以

和睦#张丽总结出一条经验#就是%真

诚待人$和睦相处$互敬互爱&( %相识

是一种缘份# 而能在同一屋檐下共度

一生#则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张丽

经常告慰自己要懂得知足常乐# 善待

自己与家人#而她的努力#也让她收获

了温暖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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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淮阳县第一批农机

补贴比去年增加了
353

万元(经县农机

补贴领导小组宣传发动#自
3

月
%

日以

来#

%$$

余户农民踊跃报名# 欲购买补

贴机具
!3$

台#预计使用农机补贴资金

#3"$

余元(

淮阳县第一批农机补贴下达
"#53

万元#与去年相比增加了
353

万元( 经

淮阳县农机补贴领导小组研究后#在县

电视台$县政务网播发了农机补贴公告

和农机补贴报名须知#宣传工作全面到

位#做到了家喻户晓( 受理农民报名不

设门槛#不附加条件#提供热情服务#也

得到了广大预购机农户的普遍赞誉(自

3

月
%

日报名以来# 共受理农户报名

%"$

户 #欲购买补贴机具
!3$

台 #预计

使用农机补贴资金
#3"$

余元( 与往年

相比#报名人数$欲购买机具数和使用

资金数都大大增加( 从报名机具种类

看#以大型联合收割机$大型拖拉机及

配套机具居多#也正符合淮阳县近期农

机化发展需求( 预计麦收之后#秋作物

收获之前#淮阳县还会有一次农民报名

购机的小高潮( (董修亮)

本报讯 为做好第七个%全国防灾

减灾日&宣传教育工作#切实提高全县

广大中小学师生防空防灾的意识和能

力#

3

月
#"

日上午# 淮阳县中小学生

防空防灾应急疏散演练暨观摩活动在

淮阳一高隆重举行(

上午
#$

时整#随着防空警报信号

响起#

3$$$

多名师生在安全员的引导

下#按照应急疏散预案#迅速撤离教学

楼#安全集结在学校操场上#整个过程

用时
3

分钟( 本次演练从现场指挥$安

全保护$逃生路线$医疗救治等方面均

作了详细要求# 提前制定了详细的演

练方案#整个现场秩序井然( 此外#在

疏散演练后还组织了现场消防灭火演

练(

演练结束后# 广大师生观看了防

空防灾版面及消防器材展览# 淮阳县

人防办$应急办$科协$科技局分别向

淮阳一高师生赠送了防空防灾科普教

育书籍(

从
"$$4

年始#该县每年都会在城

区选择一所中小学校举行防空防灾应

急疏散演练观摩# 迄今已成功组织了

七次大型应急疏散演练# 通过实战演

练# 不仅进一步完善了防空防灾应急

预案# 使防空防灾应急救援机制更加

健全# 而且有效提升了各中小学校应

对空袭$自然灾害$突发公共事件的应

急指挥能力和处置能力( (吴新明)

本报讯
3

月
#%

日#以%拒绝高利

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为主题#淮阳县

乡两级联动全面开展了防范和打击非

法集资广场宣传活动( 现场宣传点分

别设在县工人文化宫$太昊陵广场等
3

个县城人员流动稠密地点)同时#该县

#!

个乡镇也分别在政府所在地设立了

现场宣传点(

此次活动 #县乡两级共设立现场

宣传点
"5

处 #摆放展板
#$$

多块 #悬

挂宣传条幅
5$$

多条 # 发放传单
#3

万张 $宣传教育手册
#

万余本 #接受

群众咨询
5$$

余人次 #现场受教育群

众近
"$

万人 # 在全县营造了浓厚的

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宣传教育氛

围 (

据了解 #针对近年来非法集资案

件逐渐增多 $数额巨大 $受众面广的

严峻形势#该县从去年开始就全面启

动了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宣传教育

工作 #以教育引导群众 %拒绝高利诱

惑#远离非法集资&( 今年%宣传月&期

间 #该县更是投入专项资金 $拓宽渠

道$集中力量#通过条幅$展板$传单$

公益广告$短信$报纸$专题会议等多

种形式 #进行了全方位 $多层次的宣

传教育)同时 #对县域内的
3#

家投资

咨询类企业进行了专题排查与宣教 #

全部签订了不参与非法集资承诺书(

(吴新明)

淮阳举行中小学生防空防灾应急疏散演练

县乡两级联动开展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宣传活动

淮阳农民踊跃报名购买大型农机具

&最美家庭'表彰大会现场#

公开退还被盗现金#

考察团在太康四通锅炉公司生产车间参观考察#

考察团在鹿邑豪瑞斯木业公司施工地参观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