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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中

国泥彩塑#泥泥狗$之乡%授

牌仪式在淮阳举行& 中国民

协顾问'河南省民协主席夏

挽群 !省文联副主席 '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

员会副主任程健君!县领导

李飞 ' 郑绍亮出席授牌仪

式&

授牌仪式上!夏挽群'程

健君先后向淮阳县授予(中

国泥彩塑 #泥泥狗$ 之乡%'

(中国泥彩塑文化研究中

心%牌匾&

淮阳历史悠久'文化灿

烂!是中华民族古文化发祥

地之一& 这里盛行的(泥泥

狗%作为原始图腾文化下产

生的一种独特的民间艺术!

被誉为(活化石'真图腾%!与

祖先太昊伏羲氏紧密相关&

其造型古拙 '怪诞 !色彩艳

丽 !以黑色垫底 !周身施以

五彩纹饰 ! 品种约有数百

种! 多为奇禽异兽或人'兽

同体!又称(陵狗%!当地人说

它是为伏羲'女娲看守陵庙

的(神狗%& 泥泥狗主要产自

淮阳县城以东一带村庄!村

民们祖祖辈辈有做泥泥狗

的传统!至今已有几千年的

历史& !豆文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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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在肩 守土有责 切实把#两个责任$抓出成效
马明超在淮阳县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工作评议会上要求

本报讯
-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黄志

坤$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 (主体责任落

实年%工作部署和市纪委(两个责任%具

体工作要求!

!

月
.,

日上午! 淮阳县召

开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工作评

议会! 对
,

家单位责任落实情况进行提

问和点评&县委书记'县长马明超出席会

议并讲话&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祁永亮主

持会议&

会上!安岭镇'新站镇'县国土局'县

卫生局
/

家单位党委和四通镇' 县工商

局
.

家单位纪委#纪检组$的负责同志分

别就本单位落实党委主体责任' 纪委监

督责任工作进行了报告! 并现场接受提

问和测评&

马明超指出!(两个责任% 是管党治

党的重大政治责任! 不能仅仅停留在口

头上!必须有更深的认识'更高的标准'

更严的要求'更实的举措!真正把(两个

责任%记在心上'扛在肩上'抓在手上'落

实在行动上!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

守土尽责!切实把(两个责任%抓好'抓出

成效&

马明超要求!(两个责任% 关键在落

实!动员十次不如问责一次& 下一步!淮

阳县要以问责为抓手! 进一步推动全县

(两个责任%落实&落实要努力做到四点)

一要提高认识!当好政治上的明白人*二

要抓早'抓小!当好组织廉政建设的保健

医生*三要发挥好专职队伍的作用!当好

反腐倡廉的主力军*四要有制度做保障!

当好制度践行的带头人&

马明超强调! 抓好党风廉政建设要

明确职责'尽责无错*要早发现'早处理!

时时自律*要让自觉监督成为新常态!作

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执法'执纪要科学文

明!积极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纪

效果三者的统一& 要通过"两个责任+的

落实为淮阳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确

保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如期完成&

最后!祁永亮要求!要认清党风廉政

建设形势!进一步明确职责'真抓实做!

确保党风廉政建设取得实效&

洪向华为淮阳干部讲授%工作方法&

本报讯
!

月
.*

日! 纪念抗战胜利

&%

周年专题讲座在淮阳党校四楼会议

室举行& 中央党校洪向华教授以,毛泽

东的党委会工作方法-为题!向现场的

党员干部讲授了一堂有关党委会工作

方法的政治课&县领导马明超'张帆'苏

中林'祁永亮'李飞'谢留定'王智华等

聆听了专题讲座&

洪向华教授现任中央党校科研部

副巡视员'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人力资

源与社会保障部人事科学研究院博士

后!主要从事政党'领导科学'管理学等

方面的研究! 在 ,人民日报-',光明日

报-',经济日报-',求是-等报纸杂志发

表论文 '译文
*0%

余篇 !主编 ,复兴之

路-',聚焦中国经济社会大转型-',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0

个理论热点-等

+%

余部著作&

在两个半小时的讲座中! 洪向华

教授以 ,毛泽东的党委会工作方法 -

为题 ! 深入阐述了 ,党委会工作方

法- 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 结合理

论和工作实践! 为党员干部如何运用

党委工作方法开展工作' 提升领导能

力! 提出了有较高参考价值的思路和

建议 & 专题讲座主题鲜明 ' 内涵深

刻! 内容翔实' 精彩不断! 既开阔了

眼界 ! 增长了知识 ! 又陶冶了情操 !

提升了思想! 为全县领导干部开拓工

作思路' 转变领导方式提供了一次良

好的学习机会&

-

张晓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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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阳民营企业 !" 余万元
助 #$%名贫困大学生圆梦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统

联
2!

月
*#

日!由县委统战部'县工商联

开展的
.%*0

年(光彩圆梦%助学金发放

仪式举行&县委书记'县长马明超!县委

常委'统战部长谢留定出席仪式!并向

贫困大学生发放助学金&

今年! 县委统战部' 县工商联组

织引导全县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广泛参

与 (光彩圆梦% 助学活动& 本次活动

是全县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深化理

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的生动实践! 是

深化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

要举措& 通过开展此次活动! 进一步

在全县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中发扬了

(致富思源' 富而思进' 扶贫济困' 回

馈社会% 的光彩精神! 彰显了全县非

公经济人士和民营企业的高度社会责

任感和大爱至善的担当精神! 传递了

正能量! 帮助贫困大学生圆了大学梦'

成才梦&

本次(光彩圆梦%助学活动有
#

家

企业和
*

家商会参加!捐款
//3!

万元!

资助了
"0%

名贫困大学生& 其中!河南

泰恒钢结构有限公司捐助
"43,

万元 !

淮阳羲皇宾馆捐助
&30

万元!河南银丰

塑料有限公司捐助
,

万元!北京淮阳商

会捐助
,

万元!淮阳县华兴粉业有限公

司捐助
,

万元!河南省平康电器有限公

司捐助
4

万元等!北京淮阳商会常务副

会长徐德成捐赠
4%

台电脑&

张帆带队视察 &%#$年%三十&工程
本报讯

!

月
.,

日!县人大常委会

主任张帆带领部分市'县人大代表视察

全县
.%*0

年十项重点工业项目' 十项

城建文化旅游项目和十件惠民实事项

目建设进展情况&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焦德福 '霍伟 '张凌君 '段业林参加视

察!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宋志军陪同

视察&

视察组一行实地察看了城区
!

条

道路建设'淮郑河城区段改造'公安局

业务用房' 美丽乡村' 基础教育改造'

(天网工程%'宛丘文化创意园'旺发饲

料' 汽车驾考智能电子自动检查仪生

产'龙翔电器等项目& 在随后召开的座

谈会上!视察组听取了县政府关于全县

(三十%工程建设情况的报告&与会代表

充分肯定了今年以来(三十%工程建设

取得的成绩!并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张帆强调!要抓紧提速增效&县政府

及有关部门要认真研究!抢抓时间!加速

推进!力争年底前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向

全县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要着力

破解瓶颈&对影响项目建设的土地'资金

等突出问题!要深入研究!积极借鉴外地

的先进做法! 想办法破解制约瓶颈!加

快项目建设进度& 要加强政策研究& 无

论招商引资'项目建设还是推进其他经

济工作!都要深入研究政策!结合淮阳实

际!找准切入点!争取更多的项目'资金

落户淮阳!推动全县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要着力营造氛围& 要树立强烈的事业心

和责任感!敢于担当!勇于向前!长于攻

坚!实现 (三十%工程新的突破!促进全

县经济提质增效& !付中阳"

县政协民主监督员开展视察活动
本报讯.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汪立

辉
2

近日!县政协副主席李守运带领政

协民主监督员先后深入县工信局'县交

通局'县人社局!就加大服务中小企业

力度'加强出租车市场管理'医疗保险

报销阳光化等工作进行视察&

民主监督小组针对县工信局加大

服务中小企业力度工作开展情况 !听

取了该局负责人的汇报! 并深入银丰

塑料车间和河南联塑产品展厅实地视

察& 民主监督员了解到县工信局主动

作为!积极为工业发展制定政策!加强

监测分析!开展科技创新!推进品牌建

设! 搭台银企对接! 化解企业融资困

难!帮助企业招工!加强企业员工培训

等!对工信局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 并

建议要按照县委 '县政府 (工业强县 '

旅游突破 '城乡统筹 '四化同步 %的发

展战略!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加强企

业帮扶!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营

造创新氛围! 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和品牌建设&

为更好地助推县交通局加强出租

车市场管理!民主监督员来到西关转盘

路口实地察看交通局整治出租车现场&

大家一致认为! 出租车是城市的名片!

是一个城市文明形象的代表!建议交通

局应继续加强出租车市场的管理!常抓

不懈!公开举报电话!树立淮阳良好城

市形象&

在县人社局医疗保险报销服务大

厅!民主监督员亲身体会了职工和城镇

居民医疗保险报销的流程&通过走访群

众'召开座谈会!民主监督员了解到县

人社局公开报销文件'公开工作人员身

份及联系电话'设立举报电话及公开监

督电话等措施!对人社局的工作给予肯

定! 并提出要加强网络信息宣传平台'

扩大政策宣传范围' 加强培训学习'提

高服务质量和水平等建议&

'较量(((淮阳人民八年抗战纪实)一书出版
本报讯.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杜忠

勇$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
&%

周年! 缅怀抗日先

烈和英雄人物! 彰显淮阳人民不畏强

暴'誓死抗争的光荣气概!县委党史研

究室组织人员寻访抗日根据地遗址 '

走访相关人员!梳理抗战史料!编辑整

理成 ,较量///淮阳人民八年抗战纪

实-一书!近日正式出版&

该书收集整理散见于各类文字档

案中的淮阳抗日战争史料和抗日战争

亲历者及其亲属的所见所闻! 客观真

实反映抗战期间淮阳那段鲜为人知的

历史! 缅怀在抗日战争中作出巨大贡

献的淮阳人民和英勇牺牲的淮阳英

烈&该书从日军暴行'抗战实录'英烈荣

光'抗战大事记等篇章!记录了日寇盘

踞淮阳期间犯下的滔天罪行!给淮阳人

民带来的沉重灾难*讲述了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淮阳抗日游击队! 奋勇杀敌'

保家卫国的英勇气概&为烽火硝烟中涌

现出的英雄人物作传记!对抗战期间的

大事要闻进行汇总!展现了淮阳抗日军

民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不

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军民一

心'同仇敌忾的昂扬斗志!体现了淮阳

抗日军民的爱国情怀和百折不挠'坚韧

不拔的必胜信心& 该书的出版!对激励

后人不忘历史'奋发图强'实现中国梦!

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从'较量)中汲取奋发有为的力量
淮扬

近日#由县委党史研究室编辑的$较

量%一书#坚持&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

言'#全面记录了淮阳军民抗击日寇的艰

辛历程#既有开明人士毁家纾难的义举#

还有书生才俊投笔从戎的豪迈# 更有钢

铁战士舍身杀敌的壮举()不信国魂唤不

回#不容青史尽成灰( '$较量%一书必将

激发全县人民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投身经济社会建

设#共建富裕和谐美好淮阳(

从$较量%中感受舍身报国的情怀#

坚定爱党爱国的忠贞信念( 薛朴若*韩

纪文等革命先辈#不畏条件艰苦#播撒

革命火种#组建抗日游击队#建立革命

根据地( 革命群众齐有荣为保家卫国#

把三个儿子先后送到部队#全部为国捐

躯(国强民富#众安道泰(革命先烈至高

无上的家国情怀# 激励我们报效祖国*

奉献社会#更加坚定爱党爱国的忠贞信

念(

从$较量%中感受抵御外辱的血性

阳刚#涵养英勇刚毅的浩然正气( 淮阳

人民知礼重义#为保家卫国*捍卫民族

尊严#无数健儿杀身成仁(革命先辈+捧

生命以守国,的拳拳忠心#激励我们知

荣辱#明善恶#辨忠奸#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抹

黑革命英雄和歪曲历史的行为#涵养英

勇刚毅的浩然正气(

从$较量%中汲取奋发有为的力量#

齐心协力共建美好淮阳( 追忆
&%

年前

的烽火硝烟#革命先辈用鲜血*生命守

护着家园的宁静*人民的幸福和国土的

完整(我们要从抗战历史中汲取奋发有

为的力量#紧紧围绕+工业主导*旅游突

破*城乡统筹*四化同步,的发展思路#

凝聚起共建美好淮阳的强大力量(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回望淮

阳抗战的峥嵘岁月#我们不仅受到精神

上的鼓励*思想上的洗涤#更激发我们

永葆对家乡的挚爱之情#为建设富裕和

谐美好的淮阳而奋力前行(

淮阳大学生开展文化旅游调研

泥泥狗博物馆

平粮台遗址

!!!!!!

淮阳县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工作评议会现场( 侯俊豫 摄

!!!!!!

为了让大学生们深入了解文化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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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专题调研#使同学们对家乡悠久的

历史和厚重的文化有了进一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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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进一步提升服务群众效能 !搭建

警民互动平台! 经过近两个月的努力!

县公安局官方微信(平安淮阳+和(淮阳

公安局+ 互联网官方门户网站正式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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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平安淮阳+官方微信将致

力于打造警民互动的新桥梁!除提供最

新警务信息咨询'发布警方提示 '警方

通告外!还将开展在线警民互动 !增进

与广大网友的沟通和交流!并可在线收

集网民对公安机关和公安队伍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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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阳公安局+ 互联网官方门户网

站是一个集网上信息公开'办事'查询'

互动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警务综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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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特色!搭建起了(便民'利民'惠民+

的网络平台!使之真正成为(网上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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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 ! (平安淮阳 + 官方微信

和 (淮阳公安局 + 互联网官方门户网

站还将陆续开设更多功能模块 ! 进一

步加强信息传递与交流沟通的服务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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