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发区全民健身活动有声有色
本报讯 时下!每天早晨和傍晚!

在开发区人民健身广场! 成百上千

的市民自发聚集这里! 伴着欢快的

乐曲!跳舞"做操"打太极拳!健身的

热情感染着越来越多的市民参与其

中#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

领导下! 在市体育局等市直单位的

大力支持下!开发区党委"管委会加

强体育设施建设! 推动全民健身开

展!坚持群众体育工作资金 "组织 "

人员$三到位 %!全面推进群众健身

的长效化&制度化和规范化!使群众

乐在其中&享在其中&健在其中# 抓

住省十二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开

幕式暨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工作经验

交流会在周口召开的机遇! 对广场

健身场地进行了提升改造! 新建标

准篮球场地
!

个& 半场篮球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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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羽毛球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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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乒乓场地
$

个&空竹活动场地

#

个!安装健身器材
$%

套!受到群众

拥护和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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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艰苦创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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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砥砺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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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华秋实# 在市委%

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市直单位的大力支持

下$开发区党委%管委会团结带领辖区干部群

众务实重干$开拓创新$已逐步从偏僻的城乡

结合部发展成集行政%工业%商贸%交通枢纽

于一体$二产和三产相互融合的新城区#

进入新常态$要有新状态# 在周口崛起

的大潮中$ 开发区将围绕周口崛起方略$弘

扬&开放开发%创新创业'的新时期开发区精

神$勇于担当$务实重干$拉高标杆$提升效

能$努力打造富裕%文明%美丽的开发区$早

日创建成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为做大

做强做美中心城区而不懈努力#

自本期起$本报开设(开发区新闻)栏目$

每月两期$敬请关注#

践行!三严三实" 弘扬焦裕禄精神
做讲规矩重落实敢担当的好干部

李锡勇在开发区$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党课暨动员部署会上要求

本报讯
&

月
"#

日下午 ! 周口经

济开发区召开 $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

党课暨动员部署会# 开发区党委书记

李锡勇以 '践行 $三严三实 %!弘扬焦

裕禄精神 ! 做讲规矩 &重落实 &敢担

当的好干部 (为题 !为开发区全体干

部职工上了专题党课 ! 并对开发区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进行动员部署#

党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田林主持

会议#

李锡勇指出 ! 去年以来 !开发区

扎实开展教育实践活动 ! 大力整治

$庸懒散浮软 %&$不干事 &不担事 %等

突出问题 ! 党员干部总体呈现出亲

民实干 &作风深入的新气象 !也赢得

了企业 & 人民群众的拥护和认可 #

"%!#

年获得 $河南省服务企业先进

单位%等省&市级荣誉
!%

多项# 但也

必须清醒看到 $四风 % 问题依然存

在 !郭庚茂书记提出的 $十不十欠 %

和徐光书记提出的 $十种病 %等 $不

严不实 % 的问题在一些党员干部身

上也不同程度存在 ! 集中表现在以

下八个方面) 一是不重学习&眼高手

低 *二是安于现状 "不思进取 *三是

为官不为 " 不敢担当 * 四是急功近

利 "好大喜功 *五是管理不严 "放纵

下属 *六是公私不分 "滥用职权 *七

是拉拉扯扯 "搞小圈子 *八是做人不

实"弄虚作假+

李锡勇强调 !要从根上解决 $不

严不实 %的问题 !关键是要把自己摆

进去!用$三严三实%的戒尺规范自己

的言行 !一要加强学习 !补足精神之

$钙 %*二要强化道德修养 !筑牢立身

之本 *三要注重示范带头 !做到讲正

气"作表率*四要严以用权!强化对权

力的监督制约* 五要坚持实事求是!

敢于担当!善于担当!凝心聚力!真抓

实干!持之以恒!久久为功+

李锡勇要求 !要注重质量 !精心

组织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坚持

领导带头! 贯彻从严从实的要求!抓

好学习教育 !突出问题导向 !强化问

题整改! 以专题教育促作风转变!落

实全年目标任务+

田林强调 !各单位 "各部门要抓

好专题学习研讨 " 专题民主生活会

和组织生活会等 $关键动作 %!把践

行 $三严三实 %与贯彻落实中央 $八

项规定 % 结合起来 ! 与推进重点项

目 "重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做到相

互融合 "相互促进 !真正使专题教育

成为新常态下推动发展 " 解决问题

的重要动力+ !李清华 李献伟"

开发区加强秸秆禁烧
和 安 全 生 产 工 作

本报讯 开发区党委"管委会对秸秆禁烧和

安全生产工作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周密部署!

狠抓各项措施落实+

全区秸秆禁烧工作坚持属地管理原则不

变 "严管重罚原则不变 "综合利用原则不变 !

包居委会 "包组 "包地块 !严格落实责任 !日

夜坚守岗位+ 对措施不力!工作不到位!造成

恶劣影响的 !按照目标责任书给予处罚 + 同

时绷紧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这根弦 !加强敬

老院 "教堂 "学校 "幼儿园 "车站等人员密集

地的排查 !消除安全隐患 + 各单位各部门认

真分析形势 !层层动员部署 !强化工作措施 !

千方百计防范事故发生 !切实打造一个安全

生产的良好环境+ !李献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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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围绕主

导产业$注重产业集

聚#图为周口金腾印

务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公司主要为辖区

娃哈哈饮料%益海粮

油等企业提供外包

装$产品&纸星星'远

销美国% 加拿大%荷

兰等欧美国家和地

区#

,王亚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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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莲花幼儿园将于
"%!&

年秋季开园#该

区教育文化局为迎接开园$ 加大对新招聘幼儿教

师培训力度# 图为幼儿教师积极排演文艺节目#

,李仲达 摄-

开发区党员干部廉政教育常态化
本报讯 今年以来!开发区纪委定

期组织党员领导干部观看廉政警示教

育片!开展廉政谈话+

通过观看警示教育片和廉政谈

话 !使开发区党员领导干部思想上受

到了洗礼 + 大家一致认为 !作为开发

区新时期一名党员领导干部 !在当前

形势新 "任务重 "要求严 "节奏快的关

键时期 !要按照 $信念坚定 "为民服

务 "勤政务实 "敢于担当 "清正廉洁 %

的五条标准 !不断加强政治理论学习

和自身党性修养 !增强廉洁自律意识

和法纪观念 !端正世界观 "价值观 "权

力观 !切实做一名清正廉洁 "务实为

民的好党员"好干部+

!徐方 "

开发区以作风建设促项目进度
本报讯 开发区党委把践行$三严

三实%要求贯穿到招商引资"项目建设

工作之中!狠抓干部作风!促进项目建

设+

针对当前点多面广" 任务繁重的

实际!开发区党委明确要求!一要认清

形势!增强紧迫感+ 开发区的建设与发

展任务繁重! 各级各部门一定要认清

形势!主动作为"不松劲"不懈怠!持之

以恒!久久为功+ 二要履职尽责!增强

危机感+ 要时刻牢记不履职就是不称

职 !不尽责就是失职 !不履职 "不尽责

就会被淘汰 !要勇挑重任 "敢于担当 "

真抓实做!推动工作效率不断提高"工

作作风不断优化"工作质量不断提升+

三要力求实效!增强成就感+ 干任何一

项工作就应该像写文章一样! 不能只

有逗号!要有句号和感叹号!尽力把事

情干得圆满 "干得出彩 !真抓实干 !务

求实效! 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开发区的

事业推向前进+

开发区结合$四包%责任制!提出对

沙颍河改造"中原鞋都"东部拓展区$四

横五纵%路网"康庄城中村改造"许寨安

置区建设等重点项目! 要注重节点!倒

排工期!积极推进+ !李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