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韦伟 通讯员 洪秀忠"

#放暑假了$儿媳都在外打工$俩小孙子

不好管啊%俺老了也辅导不了他们的学

习$又怕他们出去上网学坏&游泳出事$

所以一到假期就最头疼了' 现在好了$

孩子有这么多去处$有人照看$还能学

点东西$再也不用担心了%(洪山镇孟店

桥村的李奶奶开心地说)

暑期伊始$洪山镇党委&镇政府就

安排各中小学&

!"

个村及文化站做好

暑期儿童度假事宜$ 要求留守儿童之

家&农家书屋假期全天开放$指定教师&

书屋管理员专人负责$方便孩子们读书

学习&娱乐游戏$给孩子们创造一片快

乐成长的园地)针对以往假期农村留守

儿童由于缺少看护而存在安全隐患的

情况$今年由镇妇联&镇文化站牵头组

织$在全镇推广开办农村留守儿童暑期

班$聘请大学生志愿者&大学生村官任

老师$每天免费开课辅导) 镇文化站的

图书室&电子阅览室&娱乐厅专门安装

空调$配置饮水机$全天开放$给孩子们

营造舒适环境)孩子们在这里丰富了科

教知识$增强了安全意识$亲近了快乐$

远离了孤单) 广大村民看在眼里$喜在

心头)

沈丘召开征兵工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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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韦伟 通讯员 肖飞

王进"

3

月
$%

日$县委书记皇甫立新主

持召开扶贫开发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工作会议$县长刘国庆$县领导何明照&

张建党&孙小宁&马伟&张瑛&王晓红&周

威&李恒新&李辉&李广其&张治君&吕孝

坤出席会议) 各乡镇!办"党!工"委书

记&乡镇长*各部委副职*县直各单位主

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上$县委常委+组织部长何明照

宣读了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关

于在全县贫困村开展定点扶贫工作的

通知-*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张建党宣读

了近期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暗访督

查通报*

县长刘国庆就两项工作的开展作

了具体部署)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

作$刘国庆要求各级各部门$一要认清

形势$正视问题) 要在肯定成绩的基础

上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难度和长期性)二

要明确目标$突出重点) 要着力打造农

村优美环境$ 突出示范村的带动作用$

同时将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作为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工作的主要抓手)三要夯实

责任$强化保障)要加强领导责任$严格

落实乡镇!办"党政一把手第一责任制$

要加大宣传$严格奖惩)

关于扶贫开发工作$刘国庆向与会

人员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该项工

作的#四个切实(重要论述和王铁副省

长在全省贫困县培训班上的讲话精神)

县委书记皇甫立新在讲话中指出$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扶贫开发

工作$沈丘作为扶贫开发重点县任务艰

巨$全力做好该项工作$是各级党委的

使命所在&责任所在&宗旨所在*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工作则关乎民生&关乎群众

福祉&关乎公平正义$要以此项工作为

切入点$不断加大对农村地区基础设施

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

为了更好地开展这两项工作$ 皇甫

立新对各级各部门提出了具体要求$一

是在态度上$ 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扶贫开

发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 坚决不允

许搞#因地制宜($打折扣$要做到全县一

盘棋$全面铺开$强力推进) 二是在目标

上$要全力做到#两个名列前茅($即扶贫

开发工作确保全省前
$%

名$ 达到
4

类

县*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保持全市第

一&全省先进的位次不动摇)三是在措施

上$要抓细&抓实&抓深$各乡镇!办"&县

直各单位必须做到制度落实要细致$工

作态度要实在$工作作风要深入)

针对即将在全县开展的贫困村定

点扶贫工作$皇甫立新要求各局委要高

度重视$根据自身包村任务$选拔责任

心&事业心强$思想觉悟高的同志参加

驻村工作$每组要选出一名组长担任所

包行政村的第一党支部书记)要真正扑

下身子完成驻村任务)各单位要全力做

好驻村队员的后盾$尽心尽责地帮他们

完成好定点扶贫工作)

会前$皇甫立新&刘国庆&张建党带

领各乡镇!办"党政负责人实地察看了白

集镇后三庄行政村& 卞路口乡大郭庄行

政村&北杨集乡倪寨行政村人居环境$并

听取了白集&卞路口&北杨集&周营四个

乡镇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开展情况)

全县扶贫开发暨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 !记者 韦伟 通讯员 王进"

3

月
"

日$沈丘县
!%$5

年度#四制(工作&

工业发展表彰暨#三查三保(活动动员

会隆重召开)

县委书记皇甫立新出席会议并作

重要讲话) 县长刘国庆主持会议) 县领

导李子顺&段传文&刘俊奇&殷晓春&胡

恩勇&何明照&杨所超&张建党&董鸿&曹

新旺等出席会议并在主席台就座) 各乡

镇!办"&各部委办&县直各单位全体班

子成员$规模以上企业法人代表参加会

议)

皇甫立新指出$

!%$5

年$在市委&市

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县人民群众砥

砺奋进和各单位各部门的团结拼搏下$

全县各项工作都走在了全市的前列 $

#周口崛起科学发展排头兵( 的地位越

来越稳固&越来越实至名归) 但当前全

县经济社会发展中$仍存在着经济下行

压力加大&经济实力不强&城镇化进程

滞后&社会管理亟待加强&发展环境不

优&干部作风不实等困难和不足$全县

各级各部门要保持清醒头脑$增强忧患

意识 $牢牢把握 $认真落实 #

$!"56&

(总

体发展思路$为沈丘早日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关于#四制#工作$皇甫立新指出 $

一要充分认识 #四制( 工作的重要意

义) #四制(工作是加快科学发展的#指

挥棒 ($是形成实干氛围的 #助推器 ($

是转变干部作风的 #风向标 ($是科学

考核干部的#定位仪() 二要正确把握

实施#四制(工作的基本原则) 三要规

范推进今年 #四制 (综合考评工作 $用

考评促进工作$ 推动沈丘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

关于工业发展$皇甫立新强调 $一

要抓住做大产业 &做强企业 &做优产

品#三个关键() 二要深化工业化和信

息化 #两化( 融合) 三要做好服务保

障 ) 要把稳增长 &调结构 &防下滑 &促

发展 $作为当前工业发展和经济工作

的首要任务 $相关职能部门要加强对

经济运行的分析 &监测和预警 $力争

年底主要经济指标继续保持全市前

列的位次)

皇甫立新指出$开展#三查三保(活

动是落实中央指示精神和省委重大部

署的实际行动$是开展#三严三实(专题

教育的重要抓手$是保持沈丘发展良好

态势的必要举措) 一要查履职尽责&执

法监督情况$着力消除安全隐患$确保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二要查改革和

发展措施落实情况$着力消除经济运行

风险$确保经济稳定增长) 三要查保障

民生&服务群众和社会稳定情况$着力

化解各类社会矛盾$ 确保大局和谐稳

定)

就落实贯彻好此次会议精神$县长

刘国庆要求$一要强化目标意识$切实

做好#四制(工作) 二要强化服务意识$

切实推动工业升级) 三要强化实效意

识$切实抓好#三查三保()

刘国庆还就扶贫开发工作和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工作作了具体安排和部

署)

全县!四制"工作工业发展表彰
暨!三查三保"活动动员会召开

3

月
$"

日!沈丘县"百姓宣讲直通车#进基层宣讲首场演出在该县中华槐园千字文广场举行!舞蹈$戏曲$小品$大鼓书等

多样化的艺术形式!为前来游玩休闲的市民献上了一道丰厚的精神大餐!让大家在娱乐之余!对党的新理论新政策有了更多

的了解% 图为节目演出现场% !邵永成 摄"

本报讯 !记者 韦伟 通讯员 李文豪

肖飞"

3

月
$%

日$ 沈丘县召开
!%$6

年

征兵工作会$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县征兵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胡恩勇$县

委常委&县人武部政委曹新旺$县征兵

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县人武部部长

刘永军出席会议)各乡镇!办"负责人&

武装部长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县人武部政委曹新旺主

持)

县征兵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县

人武部部长刘永军介绍了
!%$5

年全

县征兵工作情况$ 明确了今年征兵工

作任务) 他要求各乡镇
7

办
8

武装部要

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扎实的工作作

风$高标准&高质量完成今年的征兵任

务)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县征兵工

作领导小组组长胡恩勇在会议讲话中

指出$ 征兵工作是军队建设的基础和

源头$ 兵员的质量直接影响到军队战

斗力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就如

何做好今年的征兵工作$胡恩勇要求$

一是抢前抓早) 各乡镇!办"要提早筹

划部署& 提早研究对策& 科学制定规

划&认真研究方法$以扎实的准备确保

完成征兵工作任务)二是把握关键)要

突出抓好宣传发动工作$ 重点抓好大

学生兵员征集工作$ 着力抓好在外青

年召回工作) 要主动进机关&社区&学

校&农户$真正把工作做到具体人&具

体家庭中*三是强化领导&落实责任)

各乡镇!办"要把征兵工作作为一项严

肃的政治任务$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周

密部署&精心组织$及时研究解决征兵

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同时要严

格落实优抚政策和奖惩机制$ 保证征

兵工作廉洁高效有序进行$ 保质保量

完成今年征兵工作任务)

!!!!!!

本报讯 !记者 韦伟 通讯员 王向灵"

今年以来$ 沈丘县东城办以坚持 #四

树(形象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扎实有效

地开展了以#亲民爱民(为主题的#干

部下基层$接地气$听民声$解民忧$办

实事(惠民活动$整体推进党员干部作

风建设)

调查研究树形象) 积极引导乡&村

干部主动深入到辖区企业& 农户实地

调研$掌握第一手材料$通过召开座谈

会&上门走访等形式$进行#面对面(交

流&#点对点(沟通$研究解决当前生产

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听取企业干部职

工和农民群众意见建议
9$

条$综合归

纳为
$6

条$当场拍板解决
$$

条$未解

决的
5

条拟定了解决时间表)

增强服务树形象) 结合工作实际$

不断强化党政干部宗旨意识教育 $引

导全体干部牢固树立#心中有党&心中

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理念$促

使他们从接听好每一个电话& 接待好

每一次来访&起草好每一份文稿&提供

好每一个信息&解答好每一个咨询&妥

善办理每一件实事等#六个一(做起$

培养办事严谨细致&作风硬朗&服务蛮

拼的工作作风) 同时$通过民意测评&

受理投诉举报等多种方式$ 对机关干

部作风进行监管和督查)

严明纪律树形象) 共建立健全目

标管理责任制等制度 !综合"

$$

项$细

化量化各项管理措施!综合"

3

项)狠抓

制度落实$ 促使党员干部自觉做到心

中有党$讲党性&重品行&严要求&做表

率&树形象* 心中有戒$自觉抵制各种

不正之风
6%

多次$有效地遵守了中央

#八项规定() 同时$积极开展#扶贫济

困一日捐( 活动$ 组织乡村干部捐款

$"/6%

万元 $组织雷锋志愿者开展 #植

树造林$美化家乡河(活动$在沙颍河

岸边$ 义务植下护堤柳及景观树
5#&

棵) 义务清扫街道
$!$

场次$树立了新

形势下党员干部心中有民& 心中有责

的良好形象)

互助交流树形象) 通过开展谈心

谈话和多种形式的互助活动$ 为干部

群众相互交流&相互学习&提高能力搭

建平台) 相互#零距离(沟通
$!%%

多人

次$同喝#大碗茶($共讲#掏心话 ($努

力打造干群同心和谐共谋发展的大环

境$目前共交流
9!%

场次$参与交流人

员
$!&%

人次)

打#亲民(牌 谱#爱民(曲

东城办党员干部作风建设硬起来

本报讯 !记者 韦伟 通讯员 位飞"

3

月
3

日上午$白集镇召开#

5:!

(工作

法培训会$全体镇村干部&镇直单位负

责人& 大学生村干部等
$&%

余人参加

了培训会)

培训会邀请县委组织部干部 $从

#

5:!

(工作法产生的背景&科学内涵&

应把握的关键环节和推广运用好 #

5:

!

(工作法应注意的问题等方面作了详

细讲解)

会议要求与会同志切实提高对

#

5:!

(工作法的认识$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各级党委政府的工作部署上来 $

为全镇深入推进#

5:!

(工作法实施奠

定坚实基础) 要把#

5:!

(工作法与信访

工作&平安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

招商引资等全镇的各项重点工作结合

起来$ 切实使群众看到实效$ 得到实

惠$做到#

5:!

(工作法的实施和重点工

作开展两不误$两促进$推进全镇各项

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白集镇召开!!"#"工作法培训会

本报讯 !记者 韦伟 通讯员 程建

华 谢辛凌"#如今$俺村里的大事小情$

都要通过民主议政日$由党员和村民代

表决策拍板定砣$然后公布于众$并接

受群众的再监督$使件件事情都办到了

村民的心坎上)(昨日$北城办事处张庄

村村民豆广厂在村街一旁设立的一处

村务公开栏前$手指新#出炉(的低保动

态管理对象名单高兴地说)这是该办事

处开展坚持民主议事&村务公开&财务

公开等#三公开(活动的一个缩影)

事事公开透明)该办事处紧紧围绕打

造阳光村务$大力推行#全景式(三公开$

使#三公开(成为群众满意工程$从而架起

干群连心桥$推动辖区经济和谐发展)

围绕#群众需要知道(和#需要群众

知道(这两个重点$该办事处明确各村

和乡直机关事业单位所办事项公开目

录)其中村级公开内容
5

类
!#

项$让村

官清白$使群众明白)

动态跟踪监督)该办事处村村都相

继完善并建立了#三公开(管理监督小

组$ 辖区
$#

个村的固定村务公开栏遍

布大街小巷) 同时$该办事处各村基层

党组织把动态公开栏作为 #三公开(透

明运行的核心$做到事前公开$决策公

开$结果公开) 采取热线电话&短信&微

信等点题公开栏$座谈会面对点题等方

式$为群众解疑释惑$先后办理群众建

议
$3&

件$群众满意度达
9#;&<

)

北城办事处!曝晒!村务"聚民心

本报讯 !记者韦伟通讯员梁珂琪"

近日$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获悉$为

加快推进美丽宜居乡村建设$ 提高农

村生产生活水平$ 全省确定了
$36

个

镇 !乡"&

!3$

个村庄为美丽宜居乡村

建设试点$付井镇成功入选)

按照建设目标$ 付井镇将结合新

农村建设规划编制$ 综合考虑当地城

镇化进程和农业现代化& 乡村特色保

护等因素$按照产业&村庄&土地&公共

服务和生态规划五规合一的工作要

求$统筹美丽宜居乡村建设$注重保护

原始风貌$不搞大拆大建$满足农民需

求* 在全面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基础

上$ 集中力量开展美丽宜居乡村建设

试点示范) 同时$突出产业支撑$培育

壮大主导产业$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促

进农民就业$增加农民纯收入)

付井镇

入选省美丽宜居
乡村建设试点

洪山镇留守儿童暑期安全有保障

本报讯 !记者韦伟通讯员李涛曹敏"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工作开展以来$刘湾

镇党委认真贯彻上级决策部署精神$结合

本镇实际$把#三严三实(要求落实到行动

上$查找突出问题$改进工作作风)

理论学习求实)该镇组织党员干部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坚持原原本本学$学深悟透$采取

个人自学&上专题党课&集中学习&交流

研讨相结合的方式加强自身修养)班子

成员带头联系思想工作&生活和作风实

际$认真查找理想信念&宗旨意识&道德

情操& 纪律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

足$提出今后的努力方向和改进措施)

查找问题从严)围绕基层党员干部

中存在的不重学习&安于现状&为官不

为&急功近利&疏于管理&公私不分&拉

拉扯扯 &弄虚作假等 #不严不实 (的问

题$坚持领导带头查摆问题$镇党委带

头整改落实$真正把#三严三实(要求贯

彻到广大党员干部修身做人& 为官用

权&干事创业过程$把严的意识&严的规

矩&严的作风牢固树立起来$在党员干

部中形成肯干事&真干事&干实事&干成

事的良好风气$以严的作风&实的举措$

全面推进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刘湾镇践行!三严三实"查找突出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