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依据"中共太康县委#太

康县人民政府关于加强人才工作的意

见$%今后%太康县各企业引进获得博士

学位的人才%县政府将每人每年给予
!

万元的生活津贴&引进获得硕士学位的

人才%县政府将每人每年给予
"

万元的

生活津贴'(为进一步畅通办事渠道%提

高为企业优秀人才服务水平% 近日%县

委人才办主任李红旗到永兴医院进行

了专题调研%对企业高层次创新创业人

才的申报#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的推荐选

拔等相关政策进行了讲解)

!有宽松的发展环境%有县委#县政府

人才政策的大力支持% 今后永兴医院的发

展将如虎添翼)(永兴医院负责人高兴地说)

据了解%为了引进人才#留住人才%

永兴医院从薪酬#住房#生活等方面出

台优厚政策)对引进的博士学位研究生

试用期间月薪
#

万元%安家费一次性补

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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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硕士学位研究生试用期间月

薪
!$$$

元% 安家费一次性补贴
#$

万

元&本科毕业生试用期间月薪
%$$$

元%

安家费一次性补贴
"

万元&试用期满立

即落实!五险() 建设了标准高#设施配

套的人才公寓%免费提供给外来人才居

住) 生活上%医院每年为正式员工发放

#"$$

元免费就餐充值卡&同时%永兴医

院高度重视员工业务培训工作% 采取

!请进来教%送出去学(的办法%坚持内

部挖潜%较好地解决了管理人才#技能

人才不足的问题&常年从省#市聘请专

业技术骨干到公司进行专题培训)在常

规培训的同时%根据重点领域#重点环

节急需紧缺人才现状%有针对性地选派

#$

余人%到省重点医院学习培训)

截至目前%县委人才办已走访企业

&

家% 近期还将到
%$

余家重点企业开

展!送政策送服务(活动) !高一麟"

县委人才办助力!永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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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上午% 太康县首届职工技能运动

会在!雷烁光电(正式开幕)

本届运动会共有
!(

家企事业单位

#)"

万多名职工积极参与了首届职工技

能运动会
#"

个工种的预赛) 纺织服装

行业经过
#&$$

多个赛时比赛%推出
%&

名选手进入决赛&锅炉行业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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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个赛时比赛%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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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选手进入决赛&

教育系统经过
&$$$

多节优质课比赛%

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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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选手进入决赛& 卫生系统经

过
!$$

多个赛时比赛% 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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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选手

进入决赛&电业系统经过
%$$

多个赛时

比赛%推出
#"

名选手进入决赛)

县委常委, 组织部长王建林在开

幕式上致辞% 希望通过这次职业技能

竞赛提高全县职工队伍整体技能水

平% 为技能人才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

平台%对有突出贡献的技术能手#创新

能手加大奖励力度) 引导广大职工立

足岗位%营造爱护技能人才#尊重技能

人才的良好社会氛围% 为实现全县经

济社会追赶型# 跨越式发展的宏伟目

标提供强大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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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太康县秸秆禁

烧动员大会在县四大班子综合办公楼

会议室召开) 会议回顾总结了
"$#*

年

夏季秸秆禁烧工作%对今年的禁烧工作

进行全面安排部署) 县长梁建松%县委

常委#县政府党组成员#统战部长张保

华%副县长马俊美出席会议) 县蓝天工

程领导小组#秸秆禁烧领导小组成员单

位%各乡镇乡镇长%县环保局中层以上

全体干部参加会议)

县长梁建松就如何扎实做好今年

夏季秸秆禁烧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一要

!防() 从思想上#宣传上做好!防(字文

章%要认清形势%提高认识%增强禁烧工

作的紧迫感% 抓紧按实施方案进行工作

布置%迅速掀起宣传高潮%营造全县秸秆

禁烧工作的浓厚氛围) 各乡镇要利用宣

传车#标语#过路横幅等加大宣传力度%

一个乡镇至少
*

辆宣传车% 一村一个指

挥棚%每百亩地必须有一条幅悬挂%让群

众知道今年县乡严防秸秆禁烧工作的力

度大#措施硬) 二要!包() 要严格落实责

任%各乡镇要按照市县做法%建立责任体

系%细化#量化禁烧责任%督导督查到村

见干部见群众% 县乡干部包地块# 包责

任%切实做好禁烧各项工作) 三要!用()

农机部门要指导用好收割机% 降低麦茬

高度%以不高于
#$

厘米为限%千方百计

减少焚烧几率)四要!急()要做好应急处

置%要做好通讯畅通#备用旋耕机工作)

五要!治()坚决依法打击焚烧秸秆行为%

对焚烧秸秆麦茬的%一经发现%环保#公

安部门一律给予点火者严厉处罚% 绝不

手软) 县组织#监察部门%要对秸秆禁烧

工作不力#不负责的干部严肃处理)六要

!评()建立奖评机制%县政府每亩地拿出

#

元%作为秸秆禁烧奖励金%对禁烧成绩

突出的乡镇给予经济奖励)

会上%张保华传达了市#县有关夏

季秸秆禁烧工作# 督查工作实施方案%

要求各级各部门不折不扣地贯彻上级

决策部署和文件精神%按照县长梁建松

的要求%立即宣传发动起来%全力以赴

做好夏季秸秆禁烧各项工作%打好这场

攻坚战%圆满完成市县交给的禁烧目标

任务) !杨耀坤 宋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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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县委书记王国玺

带领县委常委#统战部长张保华%副县长

马俊美及县农业#环保#农机#粮食等部门

负责人%先后深入高朗乡#马厂镇#转楼乡

就全县!三夏(生产工作进行调研)

在高朗乡秋乐现代种植合作社%王

国玺察看了该合作社的高产示范田%并

和合作社负责人亲切交谈) 他一边听取

技术人员的有关介绍%一边俯下身子仔

细察看小麦病 虫害情况和子粒饱满

度%并向县农业部门负责人详细了解了

今年全县小麦的穗粒数#千粒重#预计

亩产等情况% 脸上不时露出满意的笑

容) 王国玺说%各级各部门一定要高度

重视小麦后期管理工作% 盯紧关键环

节%狠抓措施落实%积极引导农民群众

开展防病虫害#防干热风#防早衰等工

作%争取夏粮有个好收成) 农业部门要

积极推广优质# 高产的小麦新品种%引

导农民科学种田% 不断提高小麦产量%

促进农民增收)

在转楼乡调研时%王国玺主持召开

了当地农民代表#村党支部书记代表和

基层干部座谈会%倾听镇#村干部和群

众对!三夏(生产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征

求当前解决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

好的建议%并对秸秆禁烧与综合利用提

出指导性意见)

就做好当前!三夏(生产工作%王国

玺要求%一要抓好小麦的后期管理) 农

业部门科技人员要深入田间%引导农民

积极做好防病#防灾#防人为事故等工

作%确保小麦丰收) 二要积极备战!三

夏() 农机部门要认真做好农机市场调

查和信息服务% 进一步完善调度中心#

机手# 作业区域相结合的指挥体系%搞

好农机调度和机具维修服务%切实组织

好跨区机收&粮食收购部门要准备好仓

储和收购资金% 让农民粮出手钱到手%

实现增产增收) 三要做好秸秆禁烧工

作%相关部门一定要尽职尽责%发挥作

用%要抓!早(#抓苗头#抓严打#抓防范#

抓宣传#抓秸秆综合利用%确保!三夏(

生产顺利进行) !刘继勇"

王国玺率队调研!三夏"生产 太康全面安排部署秸秆禁烧

太康举办首届职工技能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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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县委组织部召

开部机关全体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央

和省#市#县委!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党

课及动员会议精神) 会议由县委组织

部副部长孔令亮主持%县委常委#组织

部长王建林出席并讲话)

王建林指出%开展!三严三实(专题

教育% 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

延展深化% 是持续深入推进党的思想政

治建设和作风建设的重要举措% 是严肃

党内政治生活# 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

治规矩的重要抓手)要充分认识!三严三

实( 专题教育的重要意义% 把握精神实

质%努力学深学透#融会贯通%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按照中央和省#市#县委要求%

这次 !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不是一次活

动%不分批次#不划阶段#不设环节%是党

的建设的一项经常性工作%要常抓不懈%

不折不扣地抓好规定动作% 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中央安排部署上来)

王建林要求%组织部门作为这次专

题教育的牵头部门%要根据专题教育的

特点和要求%深入研究谋划%搞好统筹

协调%把握进度节奏%加强与相关部门

沟通联动%共同服务好专题教育) 一是

坚持先学一步#学深一层%争当践行!三

严三实(的排头兵)结合组织工作实际%

认真研究制定部机关!三严三实(专题

教育学习计划%采取集中学习与分散自

学相结合%部领导授课与科室负责人轮

流辅导相结合%学习政治理论与收看专

题讲座相结合等多种形式%重点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党

章#党的纪律规定和省#市#县委书记上

党课内容 %做到学而信 #学而用 #学而

行%拧紧思想上的!总开关(%做政治上

的!明白人() 二是坚持问题导向%深入

查摆!不严不实(问题%落实!三严三实(

实践要求) 针对省#市#县委列出的!不

严不实(的具体表现%认真对照查找%一

条一条梳理#一项一项分析%把问题找

准#找实 %列出问题清单 %坚持边查边

改#立行立改%以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

难点问题的成果来检验专题教育的成

效) 三是以这次专题教育为契机%强化

党性修养%进一步明规矩#严纪律#强约

束#增能力) 在服务好县处级领导干部

开展专题教育过程中%要大力弘扬从严

从实的思想和作风%要求每名组工干部

联系实际上一堂党课%提升组工干部的

综合素质和党性修养%以严和实的作风

为全县干部做好表率) !姚华 王磊"

集中学习中央和省市县
!三严三实"会议精神

本报讯
!

月
",

日%太康县在县教

体局三楼会议室召开
"$#!

年普通高招

安全工作会议) 县招生委员会各成员

单位相关负责人#

"%

个乡镇中心校校

长#各高中高三班主任参加会议) 县委

常委#副县长胡军华出席会议并讲话)

胡军华在讲话中指出%太康县高招

工作虽然总体安全稳定% 但也面临着新

的挑战和复杂局面% 比如舞弊手段多元

化#舞弊器材花样翻新等%都对高考安全

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县招生委员会各

成员单位要正确把握当前全县高考安全

工作的新形势%牢固树立安全观念%抓住

关键环节%制定严格措施%加强沟通%密

切配合%共同做好
"$#!

年全县高考安全

工作%确保实现平安高考目标)

县委宣传部#县公安局#县监察局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就确保
"$#!

年全

县高考安全工作作了表态发言)

!李保光"

太康部署今年普通高招安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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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下午%太康县妇

联副主席李华一行来到太康县北街蓝

梦幼儿园看望慰问小朋友%并给小朋友

送来了书包#文具#图书和玩具%提前祝

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

蓝梦幼儿园里到处洋溢着节日的

气氛%小朋友们身着节日的服装%脸上

挂满开心的笑容%幼儿园里到处回荡着

喜悦的欢声笑语)小朋友和教师表演了

舞蹈#歌曲#笛子独奏#时装走秀#亲子

游戏等%精彩的节目赢得了台下观众热

烈的掌声) 大班小朋友表演的花木兰%

英姿飒爽%举手投足很有小花木兰巾帼

女英雄的风范)小班老师陈佳睿表演的

笛子独奏"牧民新歌$%把观众带到了茫

茫无际的大草原中)大班小朋友表演的

"三个和尚$%赢得了观众欢乐的笑声)

李俊霞园长代表北街蓝梦幼儿园

全体人员衷心感谢县妇联和社会各界

的关心爱护%表示一定会更加努力地工

作%把爱心奉献给幼儿%把真情传递给

家长) !吴献"

县妇联!六一"节前看望小朋友

本报讯 !乡党委副书记毛吉华对

一带一路的解读%讲得真好%让我们开

阔了眼界) (!纪委书记郭世勇讲的.信

息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很贴近

实际(00

!

月
"&

日%在太康县城郊乡

干部座谈会上%与会人员纷纷发言%对

乡里开办的!城郊大讲堂(进行点评)

今年以来%城郊乡党委,乡政府把

加强干部的学习教育,创建学习型机关

作为抓班子带队伍的首要任务来抓%切

实加强领导%建立健全学习机制%创新

学习方式%以开设!城郊大讲堂(为切入

点%树立乡机关干部学习新风%有力促

进了干部素质提升)

!城郊大讲堂(的开设%不仅丰富了乡

干部学习的形式%而且开阔了他们的学习

视野%提高了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 截至目前%!城郊大讲堂(已

开设
"$

期% 共有
*

位县机关领导及党校

教授莅临!城郊大讲堂(授课%有
#&

名乡

干部在!城郊大讲堂(面对全乡干部聚焦

党的建设,经济发展,制度建设,怎样提高

做群众工作的能力等方面%畅谈自己的思

想)全乡建立干部学习档案
!&

个%发放编

印学习资料
#"$

份*册+%乡干部撰写学习

心得笔记
#&"

篇) !毛吉华 胡志广"

!城郊大讲堂"#提升干部素质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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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

!$%$%#&&'(%

邮箱!

)*+,-./0!(#1234

县领导在雷烁光电厂区参观首届职工技能运动会展板#

纺织工人们正在紧张比赛中#

电工裁判员在对比赛选手的作品进行细致检查评分#

参加技能比赛的医务工作者正在交流比赛心得#

教育系统裁判员正在对老师课堂教学进行评分#

参加焊工比赛的选手正在详细查看比赛细则#

县 委
组织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