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在安全防火指挥部开会#

!

"

"馒头$黄瓜$大葱%就是早饭#

!

#

"听取村民反映问题#

!

$

"察看机播秋季作物#

!

%

"田间地头巡查#

!

&

"清理乱堆放秸秆#

!

'

"例行夜间巡查#

!

太康新闻组版编辑!王辛泉 窦 赢 电话!

("!)!"&

!"!"

年
#

月
!"

日!*"#$%&+,-.-/01!"&2345

本报驻太康记者站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热线!

!$%$%#&&'(%

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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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 刘俊涛"

&

月
$

日#

太康召开县委常委专题学习会#与会人

员认真学习了$为人民服务%&习近平总

书记填词的$念奴娇%追思焦裕禄&刘云

山在全国'三严三实(座谈会上的讲话&

全省县处级以下党员领导干部)三严三

实(教育的通知等* 专题学习会由县委

书记王国玺主持*

王国玺要求#)三严三实(主题教育

活动要做到把学习贯穿始终#要列出学

习计划+学习目录#制定学习方案#增强

学习的自觉性* 要掌握学习方法#加强

学习交流#建立组织#加强领导#把专题

教育活动抓严抓实#抓出成效* 上半年

经济运行工作总结要贴皮贴骨#做好项

目建设& 招商引资和要素供应市场分

析* 稳步推进在建项目建设# 巩固&提

升& 拓展以中国女裤为代表的纺织龙

头#建好纺织产业集群* 要充分调动有

关部门工作积极性#谋划好项目库* 细

化稳增长措施#围绕稳投资&农民收入&

存贷款&税收&财政收入等方面#制定具

体工作措施* 全民创业&万众创新工作

要具体化* 要加快制定)互联网
6

(行动

计划#围绕推动产业创新发展&提升市

民生活品质&完善城市运行管理等方面

实施一批创新工程#实现)互联网
6

(与

经济和社会的深度融合* 创新工作机

制#提高工作效率*

就当前工作#王国玺要求#要抓好

以麦收和秸秆禁烧为主要内容的 )三

夏(工作* 加大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

作力度# 麦收工作要增强收割机械的

组织化程度#保证油料供应#创新工作

方法#做到颗粒归仓* 同时要做好小麦

收购工作* 做好夏种的指导工作及肥

料农资市场的管理, 防汛排涝工作要

及时排查险工险段#备足防汛物资#做

好应急演练* 对重点乡镇&企业&学校&

五保户&困难户进行重点全面排查#发

现隐患及时排除#落实结对帮扶对象#

确保安全度汛* 要加大安全生产&食品

药品安全&社会治安安全&舆情安全工

作力度#打造舆情阵地队伍建设#消解

负能量&释放正能量&蓄积强能量* 做

好农村低保&农村危房改造资金使用&

乡镇干部走读&吃空饷&教师借调&)三

公(经费使用管理&反应强烈的信访热

点难点问题领导包案&公务用车&党员

领导干部红白事大操大办等十项专项

治理工作*

会上#县长梁建松分别就夏收及秸

秆禁烧&高考工作&简政放权一系列政

策措施的落实及自查自纠& 项目推进&

精品扶贫&安全生产&信访稳定&平安建

设等工作进行了具体安排部署*

太康召开县委常委专题学习会
本报讯 为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

设#近日#县委组织部由县委常委&组织

部长王建林带队# 组成五个调研组#深

入到全县
"#

个乡镇# 就基层党建工作

进行实地调研*

在调研中#各调研组认真贯彻)三

严三实 (要求 #采取走访座谈 &实地察

看&发放调查问卷等多种形式#广泛听

取基层党员干部&群众等各个层面人员

对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意见和建议#实

地察看乡镇便民服务中心&村便民服务

站&村级组织场所建设运行情况*

总体上看#全县各基层党组织突出

)抓基层&打基础#抓规范&促提升#抓创

新&求突破(#围绕)一意见&两制度&三

台账(落实#做了大量工作#进行了积极

而富有成效的探索# 形成了一些好经

验&好做法* 如-大许寨乡开展的)党群

帮扶促增收&党群联手保平安&党群互

助树形象(党群共创活动&城郊乡开设

的)干部大讲堂(&高朗乡推行的政务下

沉&代办服务等具体做法#为破解基层

党建难题#推进基层党建工作#取得了

明显成效#产生了良好社会效果*

针对基层党建工作中存在的干部

活力不足&服务意识不强&基层组织战

斗堡垒作用发挥不好等问题#太康县各

级党组织将积极适应作风建设和从严

治党的新常态#按照)三严三实(要求#

着力从严管理干部# 转变干部作风#强

化基层基础#促使基层组织更好地发挥

作用#增强服务意识#落实民主决策#切

实解决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为形成良

好的政治生态&推进工作落实&提升基

层党建工作水平提供可靠保证* !郝刚

良"

县委组织部

实地调研基层党建工作

本报讯 连日来# 城郊乡党委&乡

政府在秸秆禁烧工作中# 通过粉碎还

田&集中收购&养殖业存储#既消除了安

全隐患#又促进了农民增收*

秸秆还田* 该乡要求收割机装配

粉碎机#收割的同时将秸秆打碎#既解

决了秸秆焚烧的难题# 同时秸秆还田

还能增强土壤有机肥# 缓解土地板结

问题*

集中收购* 以工作区为单位#区委

书记负责清理辖区内秸秆#每个行政村

组建一支
&

至
7

人的秸秆清理队#集中

清理生产路两侧&沟渠内&田间地头的

秸秆#积极动员群众清运田间地头的秸

秆#拉到收购点出售* 全乡分片成立了

'

个秸秆收购点#乡政府在电力&场地&

支农政策等方面对秸秆回收站点给予

扶持#以每斤
!

角钱的价格#大量收购

秸秆*

鼓励存储* 鼓励养殖户对秸秆贮

藏#该乡养殖大户李峰&养牛大户高成

勇等养殖户#利用秸秆打捆机把秸秆打

成捆#积极收购和存储秸秆*

截至目前#该乡
"8&

万多亩小麦实

现了秸秆还田#

'

个秸秆收购点共收购

秸秆
())

多吨# 农民直接增收
#

万多

元, 全乡养殖户收购秸秆
!&)

多吨#实

现了秸秆就地增值* !胡志广"

本报讯 面对近日高温& 大风&干

燥天气#清集镇在秸秆禁烧上认真实施

)三联三抓三促( 措施# 取得了群众安

心&干部舒心和上级放心的良好效果*

一是做好(三联(* )三联(#即)联

防 &联动和联查 (* 组建了
#&

支由镇

村干部& 公安干警和群众参与的
''(

人的联防队伍 # 建立了统一的飞信

群#准备了
#'

台旋耕机 &

%"

套抽水机

和
$"

辆拉水车#设立了
#'

个检查站#

固定了
!"

辆宣传巡逻车 # 搭建了
#%

个指挥部 & 组成了
#%

支秸秆清运队

等*

二是做好)三抓(* )三抓(即)抓住

主要矛盾&抓住关键措施和抓住重点环

节(*抓住小麦成熟期一致&收割机械来

镇和返镇迟缓这一问题#充分发挥镇村

干部和各村经纪人的作用#积极调配机

械#加快了小麦收割进度* 层层签订目

标责任书&发放公开信&群众递交承诺

书&镇村干部责任到地块&镇干部吃住

在指挥部在村&镇村干部骑自行车或电

动车在田间地头往返巡逻&检查站认真

查纠吸烟和安全隐患车辆&及时清理地

头和沟渠内的秸秆麦糠&对镇村干部实

行点名和督查等形式#确保了)三联(措

施的落实*

三是做好)三促(*通过镇派出所民

警到田间地头服务&镇道德法庭主动出

击调和矛盾&镇爱心接力协会帮助特困

群众&积极组织协调柴油供应等#依托

镇内的永启养殖合作社&程奎黄金牛养

殖基地等#进行秸秆集中回收&清运和

储藏* !李陆军"

本报讯 连日来#王集乡人大组织

全乡
'%

名人大代表当好)四员(#助力

)三夏(工作*

一是当好宣传员*

'%

名人大代表

以管理区和行政村为单位#分工包组到

户发放)三夏(安全工作告知书和秸秆

禁烧宣传单等#向群众广泛宣传)三夏(

安全生产&秸秆禁烧&保护生态环境和

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二是当

好联络员*积极为村民联系大型联合收

割机&秸秆粉碎机和旋耕机#联系农机

维修技术员#及时对农机进行检修和维

护#确保群众抢收抢种
9

做到颗粒归仓*

三是当好帮扶员*充分发挥代表的模范

带头作用#重点为困难户&五保户&留守

妇女儿童等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做好)三

夏(结对帮扶工作#为群众分忧解难*四

是做好监督员* 发挥监督作用#切实加

强对)三夏(农资市场的监管#打击假冒

伪劣农资产品# 禁止坑农害农现象发

生# 有效地维护了广大群众的切身利

益*

目前#该乡人大代表已发放)三夏(

工作告知书
"())

份 # 联系大型农机

!#)

台 #结对帮扶农户
!&(

户 #视察农

资市场
#

次* !张瑞涛 王亚帆"

!基层简报

城郊乡秸杆综合利用效果好

清集镇!三联三抓三促"给力秸秆禁烧

王集乡人大代表助力!三夏"

县委书记王国玺在符草楼镇调研&三夏'工作# !刘晓刚 摄" 县长梁建松在老冢镇调研&三夏'工作# !刘晓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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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康县毛庄镇王

隆集行政村*

还未到毛庄镇王隆集行政村#远处的

高音喇叭里便传来了)毛庄镇人民政府关

于)三夏(安全生产的若干规定..(

&;#)

-王隆集行政村党支部书记赵

长领+包村干部王海强召集其他四位行

政村干部在设在村头的)三夏(防火指

挥部开会*

)今天是咱行政村夏收关键的扫

尾阶段 #

")))

多亩小麦已经收割了

7)<

多#如果没有大的问题#今天全村

将顺利完成今年的夏收任务* 但是#摆

在大家面前的抢种和安全防火任务还

相当繁重#今年的墒情比往年好#大家

还要再加把劲儿# 督促群众尽快将秸

秆清理干净# 力争在三天内全行政村

实现麦收+地净+种结束* (赵长领叮嘱

村干部*

在王隆集行政村)三夏(安全防火

指挥部里#一台悬挂深耕犁的大型农用

车辆+一台小型四轮拖拉机也)全副武

装(#铁锹+扫把一应俱全#简易指挥部

内放着四把椅子#一张值班床上悬挂着

简易蚊帐#两张桌子并放在一起#一部

扩音机在不停地播放着该镇的 )三夏(

安全防火若干规定*

';))

-赵长领的爱人照例给干部们

送来了馒头+凉拌黄瓜+蒜泥茄子+几根

葱+两朵大蒜#这就是镇村干部们的早

饭*

';")

-一位女村民骑着自行车急匆

匆来到行政村)三夏(安全防火指挥部

找村干部#二话没说就大声嚷道-)恁干

部管不管#俺家的承包地让水厂的水管

冲毁了* (这位村民是来反映自来水厂

的主管道因爆裂冲毁了承包地*

听了这位村民的反映#赵长领先是

安慰情绪激动的村民#为防止事态进一

步发展#他又立即指派有丰富调解经验

的村干部赵长安一同前去事发现场察

看# 并让自来水厂负责人及时派人维

修* 根据这位村民承包地水毁情况#自

来水厂及时给予了适当补偿*

';#)

- 镇村干部一同走进大田地#

边走边谈论着村民们今年的收成#不时

停下与正在忙碌的村民聊聊麦收+夏种

情况#时不时停下脚步#撩开已播种完

的地块#仔细地判断着墒情#察看着种

子的播种深度和发芽情况*

!);!)

- 干部们马不停蹄地来到行

政村仅剩的稍显偏远的东南地块*由于

该地块大型收割机械机动不便#致使该

行政村
"))

多亩小麦年年不能及时收

割* 为了抢收#王隆集行政村的干部们

年年都不少费口舌#今年好不容易又为

村民联系了三台大型收割机#不放心的

镇村干部们还是决定再去看看*

远处望去#三台收割机扬起浓浓的

灰尘..

)富然哥#心里的石头落地了吧/ (

包村镇干部王海强给村民孙富然打着

招呼*

)落地啦#多亏领导操心#今年的小

麦不会赶在雨肚里啦* (孙富然无不感

激地说*

)恁家的小麦今年倒了 # 产量咋

样/ (村党支部书记赵长领看到已堆放

在地上的小麦关切地问*

)都怨我去年播种量下得大# 遇到

今年小麦扬花前的一场大雨大风#一块

地里的小麦倒了七八成#咋算也不会有

啥好的收成了#这一收#估约摸比去年

减少两到三成#就这还合八百来斤的产

量#知足了* (孙富然自责中带着欣慰

说*

)后秋种麦时可要注意点啦*(赵长

领安排说*

)说啥也不干那傻事了# 不信科学

真让人提心吊胆呀* (深有体会的村民

孙富然坚定地说*

随着三台大型收割机不断地吞吐

着小麦#毛庄镇王隆集行政村今年的夏

收任务将在此地块划上圆满的句号*

!#;))

-太阳晒得人有些蔫* 王隆集

行政村的干部们简单地吃过饭后#兵分

两路#扛铁锹+拿扫把开始了)三夏(安

全防火危险时段的安全巡查工作*干部

们不放过田间+地头+村边的每个地段*

通过巡查# 对易引发安全事故的地方#

能够通知村民及时清理的决不延迟#存

在隐患较远的地块# 先记下村民的名

字#再通知本人清理*

两个多小时巡查下来#经过碰头了

解#在该村
")))

亩小麦地块和村边+沟

边发现大小安全隐患
'

处#直接通知清

理的有
#

处# 电话通知清理的有
!

处#

联系不到村民的有
#

处*

!&;))

- 干部们巡查结束回到指挥

部碰头后顾不上喘气#村党支部书记赵

长领根据发现的问题#迅速给村干部们

布置新的任务-长安#你开着指挥部里

的应急四轮车回家拉拖斗#顺便联系一

下几户养牛的把麦秸送到他家#咱几个

人扛着杈下地*村干部们你一杈他一杈

地清理着地头+树边的秸秆#一处处隐

患在干部们挥汗如雨的劳动中慢慢地

消失殆尽*

傍晚时分#两个多小时下来#王隆集

行政村的干部们# 白色的衬衫变成了灰

褐色#头+手黏上了一层厚厚的泥灰..

"";))

- 毛庄镇王隆集行政村 )三

夏( 安全防火指挥部依然灯火通明#镇

村干部们正履行着夜间巡查工作*

几束明亮的灯光在田间地头缓慢

地移动着#灯光中干部们肩扛铁锹和扫

把不断地重复着)三夏(期间不变的固

定巡查模式..

毛庄镇村干部!三夏"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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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连日来#板桥镇以落实农

村低保政策为突破口#采取)一筛查+三

比对+两公开(工作措施#大力开展农村

低保专项整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该镇成立了专项整治工作领导组#

制订了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召开了由镇

村全体干部参加的专项整治工作动员

会# 明确了清查整治工作的指导思想+

工作重点+工作措施#为专项整治工作

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营造了良好的

舆论氛围*

在专项整治工作中#该镇采取)一

筛查+三比对+两公开(的办法#清查整

治不合格低保户* 对全镇所有低保户

进行全面筛查#认真比对* 一是比对人

员身份信息* 由各行政村提供本村所

有财政供养人员及其父母+ 子女的姓

名+身份证号#与享受低保的人员进行

信息比对# 从中发现和掌握违规享受

农村低保的人员, 二是比对信访举报

信息* 该镇专项清查工作组采取调阅

信访举报记录# 与镇村干部座谈了解

群众反映低保问题的方式# 从中掌握

群众意见较大的低保户, 三是比对农

村低保政策* 针对群众反映存在问题

的低保户#严格对照政策#看其是否符

合享受农村低保的条件* 通过三比对#

共发现和取消财政供养人员及其亲属

吃低保的
"&

人# 发现和取消关系保+

人情保
'!

人* 该镇同时做到专项整治

前所有低保户名单进行公示+公开#专

项整治结束后# 组织村民代表对新增

低保人员进行评议确定再公开# 接受

群众再监督*

专项整治工作开展以来#板桥镇没

有出现一起因农村低保发生的赴县以

上信访案件#较往年同期大幅下降*

!连韶光"

板桥镇强化执纪监督问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