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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田

春军"

%

月
"%

日#县政协举行由英模代

表$政协委员代表和机关干部职工参加

的庆%七一&暨学习'淮阳正气歌(座谈

会)县政协主席苏中林参加座谈会并讲

话*

会上#优秀共产党员崔庆余+全国特

级优秀人民警察袁国栋$ 全国优秀法官

凡心友$%活着的欧阳海&孙桂梅$勇斗歹

徒的英雄张建中$ 入选由中央文明办主

办的%中国好人榜&的邓运洪
%

名英模代

表#分别讲述了自己的英勇事迹*政协委

员代表分别谈了学习县政协编辑的 '淮

阳正气歌(中所收录的彭秀英$郑春光等

#!

位英模事迹的切身感受*

苏中林在座谈会上指出#大家学习

英模# 要认真学习英模的精神实质,一

要学习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始终不渝坚

守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二

要学习他们坚持清正廉洁$ 勤政为民#

始终不渝践行焦裕禄精神-三要学习他

们坚决跟党走#始终不渝在平凡工作岗

位上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四

要学习他们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

一切#关键时刻不惜以牺牲生命践行入

党誓言*

苏中林要求#学英模要见行动* 要

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深入扎实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

育#切实转变作风#积极履行职能#为建

设富裕$文明$美丽$平安淮阳作出新的

贡献*

县政协

举行庆!七一"暨学习#淮阳正气歌$座谈会
!"公路线上的美丽人生 #新闻追踪

县委县政府派员慰问李德彬家属

李飞!丁永华专程看望慰问李德彬家属"

本报讯
%

月
"2

日#全县综合治理

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会议在县政

府六楼会议室召开#副县长刘学奎出席

会议#县人口计生$卫生$公安$妇联等

部门负责人和各乡镇计生办$卫生院及

各县直医院$民营医院负责人参加了会

议*

会议要求#相关单位负责人要深刻

认识开展整治%两非&专项行动的重要

意义# 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增

强工作的自觉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切

实把专项行动抓好$抓实$抓出成效-要

准确把握开展专项行动的工作重点#狠

抓措施落实-要建立信息共享$共同审

核把关机制#加强从业人员的培训和管

理-要加强区域协作#堵塞工作漏洞#严

厉查处 %两非 &案件 #始终保持高压态

势*

会议强调# 各有关部门要携起手

来#密切配合#扎实工作#以更加坚决的

态度$更加有力的措施$更加务实的作

风#推动专项整治和综合治理工作深入

开展#努力实现全县综合治理出生人口

性别比工作目标#推动全县人口和计生

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会议宣读了 '全县联合开展整治

%两非&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据悉#%两非&是指非医学需要的胎

儿性别鉴定$非医学需要的人工终止妊

娠* #苏雪松$

全县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会议召开

本报讯 为持续深入推进党的思

想政治建设和作风建设# 县委统战部

认真落实 %四个注重 &#确保 %三严三

实&专题教育落到实处*

注重学习教育* 通过集中学习与

自学相结合$ 领导带头研读与同志讨

论相结合$ 红色影视与反面教材相结

合#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认真学习党章和党纪规定#

观看警示片#联系统战工作实际#用好

正反两面镜子# 以先进典型事迹为镜

深学细照笃行# 以违纪违法案件为戒

深刻注重素质提升*

注重思想引领* 做到以德为先#勇

于担当#依章办事#守住底线#真正践

行%三严三实&#齐心协力推进专题教

育* 对照%三严三实&标准#认真查摆问

题#强化整改举措#切实改出成效 #真

正从思想上$工作上$作风上严起来 $

实起来#确保专题教育取得实效*

注重统筹结合* 坚持把开展专题

教育与巩固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成果结合起来# 与加强队伍建设结

合起来# 与深入推进统战各项工作结

合起来#统筹安排学习教育时间#以专

题教育促进党风廉政工作#有机融合#

相互促进#真正做到统战工作上台阶*

注重推动工作* 坚持两手抓$两不

误$两促进#把专题教育与学习领会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

统战工作会议精神结合起来# 与贯彻

落实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试行"(精神结合起来#扎扎实实做好

当前各项工作#务求取得突破和进展#

着力增强专题教育的实效性*

#张瑛杰 豆文灵$

县委统战部!四注重"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本报讯
%

月
"%

日#县直工委召开

庆祝建党
32

周年暨县党员宣誓大会*

会上 #

#"!

名党员面对鲜红的党

旗#庄严地举起右手#对党宣誓*

!$

字

的誓词# 不仅体现每个共产党员的光

荣与神圣# 更赋予每个共产党员一种

责任与担子*

县直工委负责人从必须树立坚定

的理想和信念$ 必须严格遵守和维护党

的纪律$ 共产党员要始终保持党员的先

进性$ 共产党员要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 共产党员要在各项工作与各

项活动中起模范带头作用
4

个方面#向

新入党的同志提出了具体要求和希望*

新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代表表

示#在今后的工作中#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严守

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践行%三严三实&#以高度的

政治敏锐性$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奋发有为的工

作作风#为推动淮阳发展战略的落实$

服务全县经济社会各项建设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葛敬娜$

县直工委

举行新党员宣誓仪式

本报讯 为切实搞好今年城区防

汛工作#该局认真贯彻%安全第一#以防

为主 &的工作方针 #及早准备 $科学部

署#认真做到%六个到位&*

领导组织到位* 成立了以局长为组

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 $职能股室 !单

位"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对防汛

职责进行细化分工# 层层落实责任#加

强防汛工作管理# 及时关注气象消息#

针对暴雨等灾害性天气#及时做好防范

准备*

巡视检查到位*组织开展对在建工

程$排水管网$窨井盖$下水道滤网$路

灯等市政设施进行巡回排查*

隐患整改到位*完成了城区排水管

网清淤
4$$$

多米$ 排水沉淀池清淤
%

个-整改积水点及原易涝点
4

个#更换

主干道路下水道篦子
%$

个$窨井盖
""

个-对县城南关沟进行彻底清理#以保

证汛期时排水通畅* 下发整改通知书
3

份#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工地进行了停工

整改*

防汛物资准备到位*对原有排涝设

备$车辆进行了检修#并添置了抽水机

及相应工具#确保防汛物资充足*

应急预案落实到位*制定城区防汛

实施方案$ 防内涝应急预案# 成立由

#"$

人组成的应急小分队#积极开展防

汛应急演练#确保一旦灾情发生防汛工

作有序开展*

值班制度落实到位* 实行
"2

小时

领导带班值班制度# 保持通讯畅通#值

班人员不得以任何理由造成值班空缺*

#王琳 霍光金$

县住建局!六个到位"抓好城区防汛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张晗

文
5

图"本报
%

月
"4

日一版以 '公路线

上的美丽人生 (为题报道了淮阳县公

路局半坡店道班班长李德彬
"%

年来

在公路养护一线严于律己$爱岗敬业$

技术求精$乐于奉献的感人事迹*文章

刊发后#在淮阳引起强烈反响*

%

月
"3

日 #县委 $县政府委托县委常委 $组织

部长李飞# 县总工会主席丁永华专程

看望慰问带病累倒在公路线上的县公

路局职工李德彬的家属# 并送去慰问

品及
4$$$

元慰问金 #带去党和政府的

关怀*

走进李德彬的家#李飞一行与李德

彬的家属围坐在一起#促膝而谈* %家里

几口人. &%孩子的工作和学习怎样. &李

飞说#通过报纸报道看到李德彬的先进

事迹#很是感动* 李德彬多年如一日严

以律己+爱岗敬业+技术求精+乐于奉献

的品格#值得大家学习*

面对沉浸在悲痛中的李德彬家人#

李飞说# 作为一个优秀基层干部的家

庭#要坚强一点#保重自己的身体* 当得

知李德彬女儿暑假之后准备读高中时#

丁永华表示# 他们将尽力给予李家帮

扶#直到孩子完成大学学业*

李德彬#

#3!3

年参加工作 #

2

月
#2

日因病去逝* 他在公路养护一线
"%

年

如一日# 在平凡的岗位上实现了自己

的人生价值* 连续多年荣获省+市+县

公路系统先进工作者殊荣# 在全省公

路养护工技能竞赛上获得%优秀选手&

等荣誉称号- 他所带领的道班是省级

模范道班# 管养路段是标准化路肩路

段# 多次代表县公路局参与省 + 市检

查#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他是全县公路

系统道班班长中的优秀代表# 是践行

%三严三实&的先进典型*

近日%数十名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作为参加县纪委机关开放日活动的受邀

者%如约走进县纪委监察局机关办公!办案场所%零距离感受纪检监察工作%为纪

检监察工作建言献策" !纪伟 摄"

!!!!!!

你能想象当你
#$$

岁的时候还能

做什么吗.是不是觉得很遥远.淮阳县

郑集乡小孔庄村
#$6

岁的孔刘氏老人

正经历着这些* 老人出生于
#3#"

年#

五世同堂* 提及老人长寿的%秘诀&#老

人的儿媳说老人一生都没生过什么

病#常年以吃素菜为主#平时心态非常

好*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老人灿烂

的笑容是最暖心的*

记者来到孔刘氏老人家门口时 #

她正一个人坐在门口# 映入眼帘的是

一位身高不足
#.%$

米的老太太* 看到

我们一行人#老人乐呵呵地打招呼说,

%坐下来喝茶+坐下来喝茶* &

我们问老人问题 # 她虽听不太

清 # 但她还是能明白我们的大致来

意*她一个劲儿地笑着对我们说,%孩

子串门去了#快回来了* &说话间 #在

七八十米外 # 一位
7$

多岁的老汉正

急匆匆地向我们走来* 老人指着这位

老汉说,%回来了#回来了/ &赶来的正

是老人的儿子孔祥动* %她的眼力真

好* &现场的人不免为老人的视力叫

好*

据今年
77

岁的孔祥动介绍#他兄

妹四人* 他是家中老大#年轻的时候#

父亲在外乡工作# 家里都是母亲一个

人领着他们兄妹四人在生产队干活挣

工分#辛苦可想而知* 一晃几十年过去

了#如今#他都有曾孙子了* 他说#母亲

吃饭从不挑食* 一般吃的都是家常饭#

偶尔补给些鸡蛋和奶粉等营养品* 他

认为#老人家之所以长寿#主要是因为

她乐观#心态好* 老人年轻时#干活从

没叫过苦+喊过累#还教育他们兄妹几

人说,%人只有病倒的#没有累倒的* &

现在#老人每天还都乐呵呵的#见了认

识不认识的#她都老远给人家打招呼#

让人家%歇歇脚&*

目前#老人行动自如#生活上能够

自己照顾自己* 老人能长寿#是家里面

的喜事#一家人非常高兴* 老人
#$$

岁

时#一家人给办了寿宴#庆祝老人健康

长寿#也希望老人一直身体硬朗#开开

心心*

!走近百岁老人

孔刘氏!家常便饭心态好
"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豆文灵

编辑老师!

当前% 笔者在淮阳县鲁台镇农村

走访时发现% 农民朋友浇地抗旱时从

村中拉出电线%密密麻麻%纵横交错%

存在巨大安全隐患"

据调查%鲁台镇共有
"%

个行政村

!6

个自然村% 没有一块耕地通线路%

农民抗旱浇地用电较为困难"为此%呼

吁相关部门能够把农电线路架设到田

间地头% 为农民朋友抗旱浇地提供方

便" !王超庆"

!读者来信

建议农电线路入田间

近日%县民政局积极开展&践行绿色生活'主题活动" 该局
"$

名志愿者利用上班前时间%走上街头%捡拾垃圾%帮助环卫

工人打扫卫生%清除临街小广告%宣传环保政策%倡导绿色生活%赢得了群众的一致好评" !陈勇林 陈振斌 摄"

盛夏临近%淮阳龙湖内的荷花含苞待放!娇艳欲滴%&荷香水韵'将粉墨登场"

!陈伟 摄"

本报讯 近日# 从县地税局传来

喜讯# 今年上半年全局累计组织入库

各项税收收入
#.!3

亿元#其中地方级

收入完成
#.72

亿元 # 占全年任务的

4".68

#超收
7%"

万元#提前
4

天实现

了时间+任务%双过半&目标#受到了周

口市地税局的通令嘉奖*

今年以来# 该局重点强化对重大

工程项目税收和重点税源税收的征

管#通过加强与发改委+财政等部门以

及工程项目业主的沟通联系# 及时掌

握了解工程项目投资基本情况# 建立

健全项目投资和税收征管台账# 摸清

税源底子#及时掌握投资到位+工程款

结算等方面情况# 督促企业加快竣工

项目的结算进度# 催缴税款入库* 同

时#该局切实加强%营改增&纳税户的

后续管理#组织对%营改增&纳税户移

交前的欠税进行清理# 对申报纳税异

常情况进行评估#及时催缴+补缴%营

改增&纳税户漏缴的税款* #苏童$

县地税局

提前超额完成上半年税收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