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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公祭仪式现场!

下图!马明超等在烈士纪念堂参观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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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4$

日是烈士纪念日#

淮阳县各界代表齐聚县烈士陵园举行

烈士公祭仪式#祭奠烈士英魂#缅怀烈

士功绩$县领导马明超%张帆%岳新坦%

宋志军%王智华%张文峰%李守运出席

仪式$ 县委副书记岳新坦主持公祭仪

式$

烈士陵园内#苍松翠柏萦绕#礼兵

整装护卫#显得格外肃穆$公祭仪式在

低沉的乐声中举行# 党政军群及社会

各界代表肃立在巍峨的革命烈士纪念

碑前$

县委书记%县长马明超整理缎带#

向烈士敬献花篮$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帆在宣读祭文时说# 英雄长眠作不

朽#万古清名入史册$ 近代以来#为求

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

"$$$

万华夏儿女英勇牺牲%长眠大地#谱写

了一曲曲悲壮激越的历史赞歌$ 淮阳

大地与潮流并进%同时代共鸣#战争年

代
54$

名革命英烈为国捐躯% 慷慨就

义# 和平时期
"46

名时代先锋满怀理

想% 勇敢义举$ 正是无数忠魂舍生忘

死#才有淮阳今天的崭新风貌%才有改

革开放的巨大骄傲% 才有国之崛起的

民族荣耀&

张帆说#庄严的纪念是一次记忆

的唤醒# 更是一次触动灵魂的激励$

我们缅怀英烈 %祭奠忠魂 #就是要学

习烈士们矢志报国的理想信念%学习

烈士们舍身成仁的献身精神%学习烈

士们勇于担当的高尚情怀 #把 '热爱

祖国 %忠于人民 %无私奉献 %敢于牺

牲 (的烈士精神 #融进每一个淮阳儿

女的血脉#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让我

们循着烈士们的足迹#传承弘扬民族

精神 %时代精神 #感恩奋进 #拼搏进

取 #为谱写 '中国梦 (之淮阳篇章而

不懈努力$

公祭仪式上#全体人员奏唱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向烈士默哀%敬

献鲜花并寄托浓浓哀思# 依次瞻仰了

革命烈士纪念碑# 参观了革命烈士纪

念堂+少先队员献唱了)我们是共产主

义接班人*$

军烈属代表%老战士代表#县直有

关单位主要负责人# 解放军和武警官

兵代表以及学校师生代表% 各界群众

代表等约
4$$

人参加了公祭仪式$

就在不少人国庆节假期或外出旅

行%或探亲访友之时#淮阳县乡村干部

放弃休息# 坚守岗位开展秸秆禁烧工

作$

#$

月
#

日%

4

日%

6

日#县委书记%县

长马明超带领有关人员先后深入多个

乡镇田间地头察看秸秆禁烧情况#召开

会议研究秸秆禁烧工作 +

#$

月
7

日 %

%

日他又先后走进县产业集聚区和太昊

陵景区调研$

#$

月
#

日上午# 国庆节假期第一

天# 马明超带领副县长薛燕和县政府

办%县农业局等单位负责人先后来到白

楼%安岭%临蔡%四通等乡镇#深入田间

地头实地察看秋收备播%秸秆禁烧及综

合利用等方面情况$

在白楼镇沙沃行政村#马明超与村

民亲切交谈#询问村民秋收情况#并耐

心地向在场的群众讲解禁烧政策$马明

超指出#焚烧秸秆不仅浪费资源%污染

环境#还影响身体健康#希望大家要树

立禁烧思想#要科学利用秸秆#倡导秸

秆粉碎还田等方面的综合利用#坚决做

到不焚烧秸秆$

在安岭镇机关和临蔡镇%四通镇田

间地头多处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执勤

点#马明超认真察看了乡村干部值班值

守制度落实情况#并详细询问基层干部

的工作食宿情况$

马明超强调#抓好秸秆禁烧和综合

利用工作#要讲究实用实效$ 他同时要

求乡村干部#要创新思路#在关键时期

要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做到监督到位#

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到位#真正

转变群众思想观念#积极推广农作物秸

秆多渠道利用$

#$

月
4

日# 马明超主持召开县委

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市委书记徐光关于

秸秆禁烧重要批示#分析秸秆禁烧存在

的问题和不足#并针对问题提出整改措

施$ 会上#殷雪明%刘学奎%薛燕等县领

导根据视察秸秆禁烧情况#围绕宣传发

动%综合整治%出现的问题等方面进行

了汇报$

结合当前秸秆禁烧面临的严峻形

势#马明超要求#要召开镇村动员大会#

交流工作经验#严肃批评慵懒%懈怠现

象#鼓士气%提精神#全员齐上阵#紧张

而有序地打赢这场攻坚战$ 要整合力

量#加大打击力度$ 制定严格的问责制

度#谁监管#谁负责$ 一经发现火情#一

律查处#拒不姑息$要整合队伍#带好班

子$公安%消防等抽调人员要加强巡逻#

时刻准备#迅速出击$要成立应急办#启

动应急机制$ 统筹协调指挥#哪里有火

情#要迅速反应#及时出警#确保着火点

不蔓延%不扩大#确保农业生产安全和

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

月
6

日#马明超带领副县长耿党

恩和县政府办负责人深入郑集乡和曹河

乡督导秸秆禁烧工作$每到一个乡镇#他

都深入田间地头和群众亲切交谈$

在郑集乡#他向群众宣讲秸秆焚烧

的危害和严重后果#组织动员群众及时

清运田地里的作物秸秆#对家庭缺少劳

动力有困难的农户#他安排乡村干部要

组织帮扶队#帮助群众清运秸秆$ 在曹

河乡#他亲切和群众交谈#详细了解今

年秋作物的收成情况#积极动员群众实

施秸秆还田#增加耕地肥力$

马明超每到一处#都叮嘱乡镇负责

同志# 一定要安排好一线同志的生活#

让他们工作加班时能随时吃上热饭#喝

上干净水$

在一线督导秸秆禁烧之余#马明超

不忘项目建设#

#$

月
7

日#他和县人大

常委会主任张帆#县委常委%县委办公

室主任王智华一起到县产业集聚区调

研#看望慰问奋战在一线的工人$

马明超一行先后到河南联塑实业

有限公司%恒信门业%商务中心建设工

地%懿龙门业%众淼服饰等相关企业慰

问并实地察看调研$

马明超要求# 要理顺管理体制和

服务体系# 充分发挥产业集聚区的职

能作用+ 要组织研究制定产业发展规

划 #突出主导产业 #明确发展方向 #围

绕主导产业# 有针对性地突出主导产

业招商#拉长产业链条+要加快基础设

施和网络规划建设#做到产城共融#打

造一条集现代商业%电子商务%电子信

息产业等为一体的产业带$ 各相关负

责人要提高认识# 振奋精神# 坚定信

心 #认真谋划 #以高度的责任感 #立足

产业集聚区自身优势# 高标准建设产

业集聚区# 推动全县经济社会又好又

快发展$

文化旅游是淮阳县的一张名片$国

庆节假期游客量怎样#服务接待是否到

位, 这些都牵挂着马明超的心$

#$

月
%

日下午#他在县文化改革发展实验区主

任李俊志的陪同下#到羲皇文化广场和

太昊陵景区实地察看环境卫生%陵区管

理%安全等有关情况#详细了解#认真听

取景区管理人员关于假期景区客流量%

安全保卫等方面的工作汇报#他对景区

谋划在先%精细管理给予肯定#要求景

区进一步强化领导# 增强纪律观念#值

班人员要准时到岗#守土尽责#努力为

游客提供周到舒适的旅游环境#树立淮

阳良好的窗口形象$

看禁烧 问生产
---马明超国庆假期进田间访企业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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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阳举行烈士纪念日公祭烈士活动

马明超在郑集乡田间问秋种! !贾西伟 摄"

本报讯
#$

月
7

日下午#县人大常

委会主任张帆深入到郑集乡各行政村

督导秸秆禁烧工作$

每到一个行政村#他都详细了解分

包人员到岗到位情况% 秋作物收割情

况%禁烧工作开展情况$ 秋收秸秆禁烧

启动以来#郑集乡精心组织#周密部署#

坚持一线指挥到位% 干部责任到位%地

块分包到位%宣传发动到位%依法打击

到位%动态巡逻到位%应急处置到位#秸

秆禁烧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张帆对郑集乡的做法和前段工作

给予了充分肯定$ 他指出#当前秋收工

作已经基本接近尾声# 秸秆禁烧任务

依然艰巨# 不能有丝毫麻痹思想和松

懈情绪#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坚定

工作态度#发扬成绩#总结经验#严查

细排#从严要求#从严管理#扎实工作#

巩固好秸秆禁烧成果$

张帆要求#乡村两级干部要把责任

扛在肩上#既要当好指挥员%宣传员#又

要当好战斗员#教育引导群众主动做好

禁烧工作$ 要进一步加大动态巡查力

度#确保在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在第一

时间采取处置措施#防患于未然$ 要根

据地块的不同情况# 采取不同措施#及

时做好秸秆清运%还田及综合利用等工

作#消除安全隐患#提高综合效益$要加

强政策和科技宣传# 组织群众搞好秋

播#提高科学种田水平$ "付中阳#

张帆到郑集乡督导秸秆禁烧 本报讯
3

月
"!

日下

午#县政协主席苏中林到黄

集乡指导秋收%秋种和秸秆

禁烧等农业生产工作$

苏中林深入田间地头

实地察看了玉米等秋作物

收打% 秸秆还田和禁烧情

况#与群众亲切交谈#共同

探讨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

方法#要求群众要抓住当前

有利时机#快收%快打#确保

颗粒归仓$ 要精耕细作#充

分备播#适时播种$

苏中林对黄集乡'三秋(

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并对下

一步工作提出三点要求.一

要进一步高度重视'三秋(工

作$尤其是秸秆禁烧#要当成

一项中心工作抓紧抓实$ 二

要进一步明确责任$ 乡村干

部要责任到村%到地块#严防

死守%盯死看牢#确保不发生

秸秆焚烧现象$ 三要进一步

强化服务意识$ 加强技术指

导# 组织技术服务小组帮助

农民解决'三秋(生产难题$

苏中林强调#秸秆禁烧

工作量大#乡村干部要统筹

谋划#抓住薄弱环节和重点

区域%重点人群#加大宣传

力度#强化工作措施#推进

秸秆综合利用#确保完成秸

秆禁烧目标任务$ "李哲#

苏
中
林
到
黄
集
乡
督
导
!三
秋
"生
产

本报讯 今年以来# 县委统战部

以'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为契机#大力

加强全县统战系统干部队伍建设#结

合统战工作实际当好'三员($

当好政策传播的宣传员$ 认真组

织全县统战系统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和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

例!试行"*#把党的一系列统战方针政

策传播到位#让统战成员准确%及时%

深刻地了解把握党的大政方针$

当好统战对象的服务员$ 通过与

统战对象交友谈心等形式# 引导他们

爱国爱党# 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的信念#增强统一战线凝聚力#以

真挚的感情% 切实的举措为统战对象

热心服务%排忧解难$

当好村情民意的调研员$组织开展

'村务日(活动#统战干部携带干群联系

卡#深入联系点#与村干部%宗教人士%

群众代表心贴心交流#倾听他们生产生

活中遇到的困难%发展思路#掌握他们

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记录并归纳

整理成有分析%有原因%有对策的调研

报告#及时向当地党委%政府及村'两

委(反馈#形成'相互协调%合力解困%共

谋发展(的工作格局$ "张瑛杰#

全县统战干部当好#三员$

3

月
"3

日$淮阳县刘振屯乡村民在晾晒玉米!今年该县大力推广优质玉米种植$引导农民加强田间科学管理$金秋十月$

34

万亩玉米喜获丰收$收获玉米超过
#$

亿斤$为粮食安全作出积极贡献! !记者 侯俊豫 摄"

3

月
"!

日$新陆春天生态园内大片的格桑花迎风招展$甚是好看!该生态园依

托淮阳独有的地理和人文优势$致力于做强健康农业%生态农业$计划两三年时间

把园区建设成为集蔬菜生产%种苗繁育%科普教育%休闲养生等为一体的现代都市

农业示范园! !记者 侯俊豫 摄"

本报讯 为进一步增强干部职工

依法行政意识#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

法水平和质量#确保严格执法%公正执

法# 淮阳县安监局对全局人员进行以

案学法学习教育活动$

注重学习#提高执法水平$ 以学习

新)安全生产法*和安全生产基本法律

法规为主线# 紧紧围绕安全生产依法

监管实际工作#坚持学用结合#增强执

政为民意识$

依法行政#规范执法行为$ 严格执

法程序#规范执法行为#增强全体人员

依法治安和依法履行职责等法治观

念#推进全体人员学法的规范化%制度

化建设$

人人参与#注重学习时效$ 搜集近

期安全生产事故案%行政诉讼案%行政

复议案等典型案例# 采取局长牵头组

织# 班子成员和各股室负责人轮流主

讲的形式#按照有关法律条款#每周一

次对案件进行多角度分析# 达到借鉴

有用#吸取教训#铭记整改的目的$

畅谈欲言#各抒己见$ 通过集体学

习典型安全方面的案例# 分析事故发

生原因# 查找在执法中是否存在同样

的问题#提倡各抒己见#达到通过学习

讨论# 在今后执法中把握运用法律的

准确性%规范执法行为%依法行政和促

进安全执法工作顺利开展的目的$

"高明 许述章#

县安监局以案学法促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