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李凤霞 通讯员

冯永西" #三秋$工作开始后%扶沟县

崔桥镇高度重视%积极行动%扎实做

好以秋作物秸秆禁烧为重点的各项

工作%力求全面打赢&三秋$生产暨秸

秆禁烧攻坚战'

加大宣传力度' 该镇每天出动宣

传车
!

辆%在各行政村张贴秸秆禁烧

标语%制作悬挂宣传横幅
"##

幅%发放

禁烧宣传页到各家各户%编发手机短

信%各村利用广播广泛宣传秸秆禁烧

的意义%使禁烧工作做到家喻户晓'

实行干部分包责任制'该镇成立

秸秆禁烧领导组%镇党委书记(镇长

统筹协调%班子成员包区(镇干部包

村(村组干部包地块%明确禁烧工作

责任分工%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

落实的工作格局' 全镇投入镇(村两

级干部
#!$

人%行政村组建巡查队总

计
%&

个%关键地块(关键时间段人员

轮班% 后勤人员一日三餐送饭到岗

点%切实保证不空岗(有人值守'

大力促进秸秆综合利用'该镇组

织秸秆还田机械% 为全镇粮食收获(

秸秆还田( 整地播种提供高质量服

务)采取资金补贴(燃油补贴等方式%

对种植大户(合作社等农村经济组织

重点帮扶)动员引导群众对秸秆回收

利用%全镇养殖户(秸秆加工户分别

在曹岗(薄庄(毛寨(水饭店(付庄(四

村等地设秸秆整理回收点
'

处%既方

便了群众% 又有利于秸秆禁烧工作'

同时%该镇与省供销社农业有限公司

积极沟通%利用该公司的大型秸秆捡

拾式方捆打捆机开展秸秆综合利用%

镇政府给予公司一定补贴%公司免费

为群众捡拾秸秆%每台机械日捡拾秸

秆
"((

多亩%受到群众欢迎'

严格落实巡查暗访工作机制'镇

秸秆禁烧领导组下设
!

个督查组%采

取巡查与暗访相结合的方式%每天对

各行政村秸秆禁烧工作开展情况进

行督查% 对焚烧行为做到发现一起(

登记一起(上报一起(查处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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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一" 在全市精

神文明建设工作表彰暨文明周口建设

推进大会圆满闭幕后% 市城管局采取

集中传达( 组织学习( 召开专题会议

等形式贯彻落实会议精神( 学习市委

书记徐光重要讲话精神% 确保全系统

干部职工提高对精神文明建设工作重

要性的认识'

今年以来% 市城管局共举办 #道

德讲堂*

*

期% 教育干部职工近千人

次% 组织局属各单位开展推举身边好

人好事( 高考志愿服务( 志愿服务队

进社区等活动% 极大地提高了干部职

工精神文明工作的积极性' 同时% 结

合 &讲文明( 树新风* 活动% 大力开

展公益广告宣传及义务清洁和爱心助

考志愿者服务活动% 营造了精神文明

建设工作的良好舆论氛围' 此外% 健

立完善市( 区( 办事处三级联动城管

机制% 依托城管办平台% 充分发挥考

评督查职能 % 实行 &日督查 ( 周通

报( 月评比* 监督考核办法% 定期对

各区城管队员进行普法培训% 并结合

文明单位创建工作进行全方位地文明

执法( 文明服务教育% 全面提高各区

城管执法人员的服务水平% 树立城管

队伍文明执法新形象'

市城管局局长李辉介绍说% 下一

步% 市城管局将在市委( 市政府的坚

强领导下% 认真落实好会议精神% 充

分发挥城管工作的职能优势% 利用好

各种户外广告媒介和平台% 对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市民行为规范等进行

广泛宣传% 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

入人心% 增强市民群众的认同感% 提

升市民群众的文明素质' 同时% 以创

建为载体% 通过开办道德讲堂( 组织

志愿服务和学习型机关建设等一系列

创建活动% 进一步提升全局精神文明

建设水平' 此外% 持续加强市政公用

设施的运营管理% 着力抓好市容环境

秩序的治理% 进一步加强事关城市品

位和形象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切实

改善城市环境质量% 提升城市品位'

本报讯 !记者 李一" 全市文明

周口建设推进大会之后% 市发改委认

真研究% 结合工作实际% 制订实施方

案% 明确时间节点% 深入推动文明周

口创建工作持续开展'

切实加强领导% 提供组织制度保

障' 市发改委党组高度重视文明建设

工作% 成立了以委党组书记为组长 (

副主任为副组长( 相关科室负责人为

成员的精神文明创建工作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下设创建活动办公室% 明确

办公室主任协调日常文明创建工作)

结合发改委工作职责和任务% 及时制

订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方案% 把文明创

建重点任务分解到各科室及二级机

构% 并认真督查指导'

加强道德建设% 增强依法办事意

识' 抓好 &四德* 教育' 市发改委把

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把社会

公德( 职业道德( 家庭美德( 个人品

德的教育同开展 &爱岗敬业当榜样*(

&诚心服务树形象 *( &向社会献爱

心* 等一系列活动结合起来% 充分发

挥工青妇组织在精神文明建设的 &桥

梁* 和 &纽带* 作用% 积极组织机关

工青妇组织开展道德模范评选推荐活

动% 引导党员干部大力弘扬中华民族

传统美德% 不断营造和谐平安单位的

良好氛围' 同时% 通过开展 &五五 *

普法等一系列教育活动% 全委机关干

部法制观念和法律素质得到进一步提

高% 依法决策( 依法履职( 依法行政

的能力和意识明显增强'

发挥好机关党委的职能作用' 机

关党委主动根据党委的要求% 结合工

作实际% 利用 &五一 *( &国庆 * 等

重大节日% 认真组织委干部职工参加

市直机关举办的政治文化活动' 今年

&七一* 前夕组织全委党员干部到全

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到+++民族英

雄吉鸿昌纪念馆参观学习 ) 组织党

员干部积极参与全市 #扶贫济困一

日捐* 及抗震救灾活动' 这些活动的

开展% 有效地促进了机关和谐氛围的

形成'

市发改委党组书记任哲介绍% 下

一步% 市发改委要持续开展全市节俭

养德全民节约行动% 倡导健康文明的

生活方式和消费理念% 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规范工作程序 %

提高服务质量% 打造群众满意的服务

型机关' 同时% 开展好万家企业综合

诚信承诺( 千家企业诚信示范创建 (

百家企业诚信典型示范的 #百千万 *

工程活动% 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

构筑诚实守信的经济社会环境'

!!!!!!

太康县是典型的农业大县% 辖
!%

个乡镇 (

+*$

个行政村 (

"+"

万亩耕地 (

"&*

万人% 土地总面积
"+#'

平方公里%

是全国商品粮基地县(全国粮食生产先

进县(河南粮食核心区重点县' 在周口

市创建全国农业综合标准化示范市工

作中%太康县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

加强领导%细化方案%强化措施%以农业

合作社和农业龙头企业标准化示范区

建设为切入点% 瞄准现代农业方向%扎

实推进农业综合标准化示范创建工作%

取得了显著成效' 截至目前%已有太康

县白云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等
"

家单

位被确立为省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太

康县兴业生态养殖场等
!

家单位被确

立为市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

一(强化机制建设%加大投入力度'

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把农业标准化

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成立了由县长

任组长% 相关部门负责人(

!%

个乡镇长

为成员的农业标准化工作领导小组%下

设办公室% 建立创建工作联席会议制

度%建立专家库%成立技术工作组)定期

召开质监(农业(林业(水利(畜牧以及

各乡镇和示范区创建单位负责人参加

的联席会议%保持相互沟通)定期召开

标准化创建工作专题会议%听取意见和

建议%制定完善措施)定期组织农业(林

业(畜牧等部门技术专家%采取集中培

训和实地巡回宣讲相结合的方式%对创

建单位负责人(经营人员进行农业标准

化知识(技术宣传培训' 对优质农业标

准化示范项目实行一事一议% 做到科

学规划 ( 分类指导 ( 加大投入力度 %

切实支持创建工作% 目前已累计投入

财政资金
!$

万元% 用于制定无公害蔬

菜标准体系( 创建的组织落实( 宣传

推介( 项目申报和农业标准化知识培

训等工作 ' 召开成员单位 ( 示范区 (

技术专家等联席会议
!(

余次% 有条不

紊地推进创建工作'

二(强化基础工作%完善标准体系'

为切实抓好创建工作%我们加大了对农

业标准化工作的宣传力度%通过召开会

议(举办培训班(印发资料等形式%宣传

标准化法律法规%增强农业标准化和现

代农业意识以及品牌意识%使农业标准

化观念深入人心' 同时%加强农业标准

体系建设%组织质监(农业(林业(畜牧

等单位% 结合国家有关规定和本县实

际%先后
&

次召开有关专家组会议(

%

次

召开有关乡镇领导和有关示范创建单

位负责人参加的标准制定会议%经过多

方论证% 制定农业龙头企业标准体系(

检测体系(质量管理体系#三大体系*%

围绕农产品产业优势和特色蔬菜农产

品基地%建立健全农业标准体系%强力

推行质量认证和质量管理方法%切实提

高企业质量管理水平% 使全县蔬菜(养

殖(精品林业基地建设扎实推进'

三(加强示范引导%突出示范效应'

为确立农业标准化示范项目%组织有关

部门专业人员实地走访调查%对全县农

业龙头企业(各类农业合作社进行调查

摸底(建立名录档案%并本着基础好(设

施全(品种优和效益高的原则%优中选

优% 确定了
"(

家农业龙头企业作为示

范单位%发挥其引领作用)组织标准化

工作人员(技术专家%深入创建企业现

场指导%对
"(

家创建单位分门别类%建

立健全标准化档案) 健全指导队伍%坚

持深入一线指导%与示范区所在地乡镇

政府密切配合%深入各个创建单位生产

经营现场%把帮扶工作做实做细%帮助

指导其建立领导组% 制订创建工作方

案%明确示范内容(任务目标和年度安

排规划(配套措施)收集整理相关标准%

制定完善标准体系%开展好内部业务培

训%使农民积极投身到农业标准化实施

中) 加快农业标准化技术的推广与应

用%形成龙头带基地(基地联农户%产供

销一条龙(贸工农一体化的产业化经营

体系%真正起到示范带动(龙头辐射作

用%推动了特色农业发展%促进了农民

增收'

四(加强重点帮扶%搞好创新服务'

太康县坚持#政府推动(龙头企业拉动(

循序渐进(重点培育(夯实根基(全面发

展*的方针 %选定

了基础好(有发展

前景的太康县白

云蔬菜种植专业

合作社(河南丰茂

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为重点帮扶对

象%帮助其制定培

育工作计划% 建立完善标准体系% 鼓

励企业申报著名商标% 开展无公害农

产品( 名牌农产品( 地理标志产品等

认证( 认定工作' 太康县白云蔬菜种

植专业合作社主要从事日光温室反季

节蔬菜的种植与销售 % 目前拥有第
$

代日光温室
"((

余座 ( 塑料大棚
#((

余亩% 总占地面积
"!((

余亩% 年产各

类瓜菜近
%((

万公斤% 产值
!(((

余万

元% 示范带动全县农户
"#((

多户% 发

展设施蔬菜种植面积
"

万余亩% 已成

为促进当地农民增收的重点产业之一'

河南丰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是集蔬菜

生产( 加工( 销售为一体的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 该公司采取龙头企业
,

基

地
,

标准化
,

农户的形式% 占地
!!((

余

亩 % 总投资
!(($

万元 % 配套设施齐

全% 生产广东菜心( 芥蓝( 雪斗等
"(

多个品种% 年产蔬菜
#(((

余吨% 年销

售收入
#(((

多万元% 年利润率
"#((

万

元% 拉动周边农户以流转土地的方式

发展无公害蔬菜种植% 直接带动农户

""!(

户% 户均增收
%(((

多元% 经济效

益十分显著'

瞄准农业合作社 做实创建大文章

打造标准化生产基地 引领农业快速发展
太康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吴兴华

!!!!!!

淮阳县大蒜种植有着悠久的历史!种植面积占全省的三分之一" 目前!该县农民抓住天气#墒情等有利时机!抓紧整地#

播种!为大蒜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记者 马四新 摄

!!!!!!

沈丘县付井镇郭岗村以无公害蔬菜种植为主导产业!从事蔬菜大棚种植的农户

有
!((

多户!年总收入
"#((

多万元" 图为该村种植户周前进在大棚里摘白菜"

迟驰 摄

市发改委!打造群众满意的服务型机关

市城管局!树立城管队伍文明新形象

做好秸秆禁烧及综合利用工作
贯彻落实全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表彰
暨文明周口建设推进大会精神

本报讯 !记者 卢好亮 通讯员

荆先斌" 眼下秋收已经结束%但在不

少地方的村边(河边(田边还堆有大

量的作物秸秆%村民们正为这些秸秆

的出路犯愁' 然而%在郸城县吴台镇

的大张(大顾寨(张小楼等村周边设

立了很多秸秆收购站% 大量收购玉

米(大豆秸秆%为秸秆找到了#娘家*%

为群众带来了效益'

"(

月
$

日% 在大顾寨秸秆收购

站% 记者看到一派繁忙的景象%

"(

多名群众正忙碌着堆放秸秆% 草场

上堆砌的秸秆像小山一样% 远处几

辆满载秸秆的机动三轮车也正向草

场驶来'

#我的这辆车能装
!#(

+

%#(

公

斤秸秆%可以卖
!(

+

%(

元钱%我和其

他人每天每人可送
&

+

*

车秸秆到收

购站%今天这是第三车了'*该镇秋庄

村村民胡月中告诉记者'他和胡月海

两人从玉米收割以来就开始收购秸

秆%这已经是第
+

天了'

在顾崇格秸秆收购站%该镇晋老

家村村民晋先亮指着装满秸秆的车

辆说,&这车秸秆是从隔壁张店乡收

回来的% 农忙结束后我就开始收秸

秆%每天收入
!((

元左右' *顾崇格秸

秆收购站占地面积
"#-!

亩%有抓草机

%

台% 今年夏季收购小麦秸秆
#((

多

吨%获利近
%

万元'目前已收购玉米秸

秆
&(((

多吨%销往鹿邑生物质发电有

限公司用于火力发电' 收购站经理顾

崇格说%每年到夏秋收获季节%部分农

民使将秸秆随意焚烧%既污染了环境%

又可能诱发火灾%建立秸秆收购站%既

解决了这一问题%又增加了收入'

&近年来% 我们严格执行秸秆禁

烧令%按照-疏堵结合(以疏为主%严

管重罚(全面禁烧.的思路%有力地提

高了秸秆禁烧与综合利用工作水平%

确保全镇秸秆零焚烧' *吴台镇党委

书记赵腾彬说'

破解禁烧难题 增加农民收入
吴台镇,

一下午做的
*$

份电话调查问卷!

结果仅仅成功
!

份$而
%

年前
+

万个电

话就能完成的民意调查!如今需要拨打

将近
!(

万个%%被各种诈骗电话吓怕

的市民! 在遇到真正的调查电话时!要

么不接听!要么即便接听了也有不少人

怀疑他们是骗子! 个别人甚至开口辱

骂!这让河南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目前

正开展的一项民意调查遭遇尴尬" &据

'大河报()

很明显!这不是市民不愿意接受社

情民意调查! 而是出于以往的经验!他

们对陌生人打来的电话既讨厌又警惕"

据全国人大代表陈伟才介绍!

!("%

年!

中国电信诈骗案件发案高达
%(

万余

起!受骗者损失
"((

多亿元* 更可怕的

是!用户一旦被诈骗!那就必然要吃哑

巴亏!因为向电信部门投诉后往往不被

受理!报警后又很少会被立案!即使立

案!破案的希望也非常渺茫"于是!拒接

和辱骂陌生的打电话者就成了他们避

免伤害的无奈选择"

公众难以理解! 我们拥有利润丰

厚#规模巨大的国有通信企业!电信行

政管理部门!还有负责打击各类诈骗犯

罪的公安部门! 可电话诈骗这一行当!

怎么就成了一个+天不管#地不收,的犯

罪乐园- 如果就这样发展下去!电话诈

骗者岂不更加肆无忌惮#穷凶极恶- 从

事电话诈骗者岂不越来越多-社会道德

底线和整体法制水平岂不越来越低-

为了利润!某些电信运营商甚至和

电信诈骗者相互勾结" 据央视今年
%

.

"#

晚会报道! 用户为何每天会接到骚

扰电话- 幕后推手就是中国移动#中国

铁通! 他们甚至给诈骗电话开绿灯!对

于诈骗电话显示虚假主叫号码!也仍然

允许透传!而这种行为平时很少受到监

管部门的惩罚" 对于这种情况!全国人

大代表陈伟才的建议很好!就是必须追

究电信运营商的法律责任"

由于对电信诈骗案件不立案没有

被惩罚的风险!所以警方就有了能闲则

闲的心态!并大胆利用许多借口进行拒

绝!比如让受害人到模棱两可的+案发

地,报案!比如人员少#缺经费#诈骗者

难找到等!导致不立案成了常态"其实!

只要能像重视杀人案那样重视电话诈

骗!这类案件绝不会成为无头案$开始

时会付出不少侦破成本!但每侦破一个

诈骗案件!就会让几十几百个老骗子和

即将入伙的+准骗子,受到震慑"只要电

话诈骗者因害怕被抓而越来越少!侦破

的成本也会越来越低" 当然!要走到这

一步!首先必须让警方接到电话诈骗报

案后不敢不立案!不得不积极破案"

"电话诈骗#还要横行到何时
!

岳建国

本报讯 在项城市产业集聚区#劳模

一条街*%这里整个路段的灯杆上都悬挂

着劳模的事迹(格言与照片%吸引了路人

驻足%成为城市中一道最亮丽(最独特的

风景线'

据了解% 项城市为进一步弘扬劳模

精神%宣传劳模先进事迹%传递道德正能

量%营造学习劳模(尊重劳模(争当劳模

的良好氛围%利用产业集聚区工人多(劳

模相对集中等特点%把#劳模一条街*选

定在这里% 利用路两旁的灯杆广告大张

旗鼓地宣传这些劳模的感人事迹% 宣传

他们爱岗敬业(争创一流(锐意创新(甘

于奉献的伟大精神和自强不息( 积极进

取的精神风貌' 此举在该市营造了尊重

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

浓厚氛围% 增强了广大职工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 为加快项城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积极贡献'

据悉% 项城市 #劳模一条街* 全长

!#((

米% 在大道两侧的
'%

根灯杆上共

建立
"$*

块方牌%宣传了工业(科技(教

育等行业的各级劳动模范
*$

人%宣传单

位
#$

个'

&张永久 王晓红)

"劳模一条街$

传递正能量

项城市,

崔桥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