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邢庄乡掀起
学习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热潮
!!!!!

本报讯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

下发后!沈丘县大邢庄乡及时组织党员

干部认真学习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并

结合工作实际开展学习讨论"

在组织党委中心组学习时!该乡负

责人带头发言表示!要准确把握精神实

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精

神上来!提高认识!增强责任感和使命

感" 要深刻认识到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

的党中央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

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要把十八届五中全

会精神贯彻到每个党员干部和群众中

去"

就如何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全

会精神!制定了具体意见和措施!每周

拿出两天时间!组织全体乡干部集中进

行学习!要求把学习与当前实际工作结

合起来!做到学深学透#学以致用!要创

新举措#拓展思路!按照上级党委的工

作要求!奋战第四季度!确保全面完成

今年的各项目标任务" 总结好$十二五%

工作成绩!制订好$十三五%发展规划!

做到早动员#早安排#早部署!争取工作

主动权" 要做好当前的信访稳定#平安

建设#项目建设#撤乡建镇#人口和计划

生育#党建等重点工作!推动全乡各项

工作又好又快发展"

!李俊 王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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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丘县第一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开幕
!!!!!!

本报讯 &记者 韦伟 通讯员王祥

宇'

#$

月
"1

日上午! 沈丘县新区标

准化体育场彩旗飘展 ! 人海如潮 !

沈丘县第一届 $上海城(红星美凯

龙 % 杯全民健身运动会隆重开幕 "

周口市正市长级干部李绍斌 ! 沈丘

县县委书记皇甫立新# 县长刘国庆#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传文 # 县政协

主席刘俊奇出席开幕式"

伴随着铿锵激昂的运动员进行曲!

国旗方队 # 会旗方队首先通过主席

台" 随后! 在青春靓丽的方队引导员

引导下 !

%"

个由县直单位 # 各乡镇

&办' 组成的方队依次接受检阅" 各

方队旗手挥舞着队旗 ! 队员衣着整

齐# 步伐矫健依次步入会场! 分列队

站立" 入场仪式结束后! 赛场分别奏

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 运动会会

歌! 五星红旗# 运动会会旗随之冉冉

升起! 会场上顿时响起高亢的歌声"

开幕式上! 周口市体育局局长丁建清

到会祝贺并致贺词! 裁判员代表# 运

动员代表分别进行了宣誓"

县长刘国庆在开幕式上致辞" 刘

国庆指出 ! 全民健身是群众增强体

魄# 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 人民身

体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

涵! 是每个人成长和实现幸福生活的

重要基础 " 举办此次全民健身运动

会! 是对全县体育发展水平的集中检

验! 对推动全民健身运动开展! 展示

沈丘人民精神面貌! 凝聚改革发展合

力!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

来! 沈丘县委# 县政府高度重视体育

事业发展! 投资
#$$$

多万元新建全

民健身活动中心! 投资
2$$$

多万元

建设老干部活动中心# 青少年活动中

心 " 持续加大校园体育设施建设力

度! 先后成功举办河南省中国式摔跤

锦标赛# 黄淮八市乒乓球邀请赛等大

型比赛" 全民健身公关服务体系进一

步完善 ! 群众体育普及程度显著提

高! 人民群众身体素质和全县竞技体

育水平明显提升! 在各级体育赛事中

获得奖牌
%$

余枚" 沈丘县先后涌现

出奥运会拳击比赛银牌获得者张志

磊# 亚洲柔道锦标赛金牌获得者李一

清等知名运动员"

刘国庆要求! 组委会精心组织!

各位裁判认真负责! 各位运动员顽强

拼搏! 共同把此次运动会办成文明#

热烈# 精彩# 节俭的体育盛会! 带动

全县形成更加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

推动全民健身运动深入开展" 同时希

望全县广大体育工作者弘扬沈丘体育

优良传统! 在新起点上实现体育事业

新发展! 并将 $更高# 更快# 更强%

的体育精神! 传递到全县广大干部群

众中去 ! 为加快沈丘崛起 # 富民强

县 #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注入新的活

力"

最后! 县委书记皇甫立新宣布沈

丘县第一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开幕! 标

志着为期
!

天的沈丘县首届全民运动

会正式拉开帷幕" 据悉! 沈丘县第一

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共设足球# 篮球#

乒乓球# 拔河# 太极拳# 健身舞操#

象棋# 门球等
1

个项目#

"1

个小项比

赛! 共有
%"

支代表队
#$34

名运动员

参赛"

沈丘县召开!两违"整治工作推进会
!!!!!!

本报讯&记者 韦伟 通讯员 师华伟"

#$

月
"1

日!沈丘县召开$两违%整治工

作促进会" 县领导刘国庆# 张建党#董

鸿#夏新明#马伟#崔永华#李广其出席

会议!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县长刘国庆要求! 各相关部门要把

$两违% 整治工作作为一项常态化工作

来抓!进一步明确职责 !在全县范围内

有序开展$两违%整治工作!进一步加大

控违#查违#拆除力度!形成常态化监管

局面!进一步明确全县范围内$两违%整

治的指导思想!对全县沿公路两侧的加

油气站 # 驾校等违章建筑加大整治力

度" 乡镇办要作为治违主体!与相关部

门结合!拿出具体整治方案 !加大巡查

力度" 相关部门和乡镇办要引导群众进

城买房!结合棚户区改造 !出台相关优

惠政策!盘活沈丘县房地产市场"

县委常委#副县长董鸿主持会议!并

就下一步我县$两违 %整治工作作了具

体安排"

省工商联副主席韩建国
检查指导沈丘县工商联工作

!!!!!!

本报讯 &记者 韦伟 通讯员 李伟

娜"

#$

月
2#

日!省工商联副主席韩建国

莅临沈丘县检查指导全国工商联县级

$五好标准% 示范点巡回观摩的各项前

期准备工作" 市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

席刘振亚!县委常委#统战部长郭宇!县

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席张瑛 !统战部

副部长#工商联党组书记李祥恒陪同"

省工商联副主席韩建国一行首先察

看了县青年企业家协会!随后现场查看

了沈丘县工商联办公场所!并与机关同

志就此次迎接示范观摩活动进行了交

流" 韩建国对沈丘县工商联各项工作给

予了充分肯定"

就做好此次迎接国家级$五好标准%

示范点观摩工作 !韩建国指出 !要突出

抓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以

$信念#信任#信心#信誉%为主要内容的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理想信念实践活动!

不断促进自身建设 )要根据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工商

联工作的意见+及*省$五好%县级工商联

建设标准+切实做好此次观摩活动的准

备工作! 并以此次观摩活动为契机!进

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发挥工商联和商会

的作用 ! 为当地经济发展作出新的贡

献!确保工商联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

上海城#红星美凯龙
项目招商发布会成功举办

!!!!!!

本报讯&记者 韦伟 通讯员 肖飞'

#$

月
2#

日!沈丘县重点招商项目!上海城(

红星美凯龙豪布斯卡&

56789:;

$家%主

题街区建筑群项目招商发布会隆重举

行!成功吸引了知名商家麦当劳 #丹尼

斯百货等入驻主题街区建筑群"

据了解!上海城(红星美凯龙豪布斯

卡 &

56789:;

$家% 主题街区建筑群项

目!是中国家居业的第一品牌红星美凯

龙集团唯一一个落户县级的项目!该项

目集商务办公#购物娱乐#社交游憩#居

住服务等各类功能于一体 ! 是互相复

合!互相作用#互为价值的高度集约的

街区建筑群"

建成后!预计年销售额超
2

亿元!为

政府每年新增利税
2$$$

万元 ! 带动

24$$

人就业 ! 改善近
3$$

户居民的居

住#生活环境!打造沈丘新的城市名片!

对城市整体发展起到巨大的带动作用"

省民委副巡视员王平鸽
调研沈丘县民族工作

!!!!!!

本报讯"记者 韦伟 通讯员 程维新'

#$

月
"!

日下午! 省民委副巡视员王平

鸽#民委委员梁军!在周口市民宗局局长

方万政#纪检书记袁航等陪同下!到沈丘

县调研民族工作"

王平鸽一行实地走访了沈丘县清真

古寺# 回族敬老院以及回族困境儿童救

助中心"在清真古寺!王平鸽一行详细了

解回族爱国志士依托清真古寺在革命时

期开展爱国运动的光辉事迹! 对清真古

寺目前开展的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

活动给予高度赞赏"在回族敬老院!王平

鸽一行仔细查看了入住老人的衣食住

行!对回族敬老院的科学管理#周到服务

表示认可"在困境儿童救助中心!王平鸽

一行先后走进孤困儿童寝室# 教室和餐

厅!并与部分儿童交谈!了解生活#学习

情况"副县长马伟就沈丘县民族工作#民

族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情况作了专

题汇报"

王平鸽一行对沈丘县在民族爱国主

义教育以及对孤困孤老弱势群体关怀照

顾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 取得的良好社

会效果给予高度赞赏"她希望沈丘县委#

县政府!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加强民

族工作! 高度重视民族爱国主义教育以

及对孤困孤老弱势群体的关怀照顾工

作!夯实民族团结基石!推动民族经济更

快更好发展"

积极响应上级号召 加强审计队伍建设

沈丘县审计局打造!审计铁军"

!!!!!!

本报讯 &记者 韦伟 通讯员 范光

华 豆中敏" 近年来! 沈丘县审计局积

极响应上级号召 ! 加强审计队伍建

设! 着力打造一支素质高 # 业务精 #

作风优# 能打硬仗的 $审计铁军%"

严守政治纪律" 该局通过深入学

习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要

求审计人员思想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 不讲不利于国家的话! 不做不

利于国家的事! 维护中央权威性! 牢

固树立大局观念和全局意识! 头脑清

醒# 立场坚定! 把中央精神不折不扣

地贯彻落实到审计工作中去! 做严守

政治纪律的审计人"

严守组织纪律" 该局通过定期学

习 *公务员法+ 和 *干部任用条例 +

等法规! 要求审计人员工作上服从组

织安排! 领导干部带头执行民主集中

制! 有权力不任性) 一般审计人员接

受领导指挥 ! 不阴奉阳违 ! 另搞一

套" 全体审计人员团结一致! 凝心聚

力抓好审计工作! 当好重大政策落实

的 $督查员%! 做严守组织纪律的审

计人"

严守生活纪律" 该局通过 $三严

三实% 主题教育活动的开展! 要求审

计人员管好八小时之外的个人生活 !

时刻不忘 $省级文明单位 % 的身份 !

处处做表率# 事事讲文明! 生活中力

戒 $四风%! 当一个合格的国家工作

人员! 做严守生活纪律的审计人"

严守廉政纪律" 该局通过警示教

育# 风险排查# 监督检查等方式抓好

廉政建设工作 ! 要求审计人员遵守

*八项规定+ 和审计纪律八不准 ! 不

为各种诱惑所迷! 秉公用权# 依法审

计 # 廉洁从审 ! 切实起到审计反腐

$尖兵% 作用! 做严守廉政纪律的审

计人"

!!!

走基层 转作风 改文风

大学生!羊倌"的!新奇"养羊经
"记者 韦伟 通讯员 王佳佳

!!!!!!

从小生活在农村! 有着农村人

最朴实的精神) 大学毕业后! 本在

城市里有一份体面的工作! 却情系

农村 ! 毅然返乡创业 ) 创业期间 !

他将时尚元素融入槐山羊养殖! 引

得四乡八里的农民啧啧称奇"

他就是赵德营乡柴营村的 $羊

倌% 柴廷廷! 今年
"1

岁"

$这些都是纯种槐山羊! 具有

生长发育快# 产肉性能高# 板皮品

质好等优点"% 见到柴廷廷! 他正在

自家养殖场里忙碌 " 熟练的动作 !

专业的介绍! 他留给记者的第一印

象便是精明# 干练"

羊圈安音响# 音乐助长羊儿壮

$羊舍里专门配备了音响 ! 每

天上午
##

点! 音乐声准时响起! 跑

了一上午的羊儿们就一个接一个地

从树林里跑回羊圈 $休息%) 晚上
3

点! 音乐声再次响起! 羊儿们便在

小夜曲中安然入睡"% 提起他那群会

听音乐的羊! 柴廷廷脸上洋溢着幸

福的笑容"

$给羊听音乐可不是为了好玩!

这里边的学问可深了"% 柴廷廷道出

了其中的奥秘" 他说! 羊的胆子小!

听音乐能够提高他们的胆量! 现在

羊儿们对什么噪声都 $不屑一顾 %

了) 二来音乐能够使羊的心情变好!

尤其是母羊! 听音乐后! 孕产率提

高了不少"

羊圈养土鸡 $ 一举多得巧收益

羊群卧在羊圈里享受! 一群土

鸡却 $闲不住% 了! 它们在羊圈里

$走来走去%" 柴廷廷将加工的玉米#

高粱# 豆糁放进食槽里! 羊群便围

过来吃食" 只见土鸡追在羊群后面!

吃羊吃掉地上的粮食 ! 俨然一副

$清洁工% 的派头"

柴廷廷告诉记者! 羊群吃食有

个特点 ! 掉地上踩下便不再吃了 !

这样既浪费! 还不好清理! 他一直

琢磨着要将这些碎食利用起来" 一

只误闯羊圈的鸡! 让他动了羊圈养

土鸡的念头"

$平常中秋节! 过年送礼! 孕

妇坐月子 ! 老人补养 ! 定亲下礼 !

人们都买土鸡! 市场特别好" 我现

在一年能养两茬土鸡 !

2$$$

多只 !

可以多收益
#$

万多元呢"% 柴廷廷

高兴地说"

麦秆变 %粗粮&$ 化废为宝实增效

柴廷廷发现! 麦收季节! 大量

的小麦秸秆堆在田间地头! 老百姓

都发愁没有地方处置! 他却看到了

出路"

$羊是反刍动物! 饲养讲究粗细

搭配 ! 除了玉米 # 豆渣等精料外 !

粗料必不可少" 下一步! 我将用机

械把麦秸粉碎成面状儿储存起来 !

掺加着玉米糁# 豆糁喂羊! 粗细搭

配! 羊儿吃了不仅长肉快! 还不容

易生病,% 柴廷廷乐呵地说"

眼下! 他已经敛拾了近
4

万公

斤麦秸" 这些麦秸! 是他家里圈养

的
2$$

多只山羊一直到秋收时的

$粗粮%"

柴廷廷表示! 今年计划把养羊的

数量翻一番! 达到
3$$

多只" 同时!

成立柴营村养殖合作社! 希望通过他

的带动! 改变当地农民的传统养殖观

念! 让更多的老百姓富裕起来"

!

拔河比赛现场#

太极拳比赛现场#

篮球比赛现场#

大邢庄乡掀起
学习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热潮
!!!!!

本报讯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

下发后!沈丘县大邢庄乡及时组织党员

干部认真学习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并

结合工作实际开展学习讨论"

在组织党委中心组学习时!该乡负

责人带头发言表示!要准确把握精神实

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精

神上来!提高认识!增强责任感和使命

感" 要深刻认识到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

的党中央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

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要把十八届五中全

会精神贯彻到每个党员干部和群众中

去"

就如何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全

会精神!制定了具体意见和措施!每周

拿出两天时间!组织全体乡干部集中进

行学习!要求把学习与当前实际工作结

合起来!做到学深学透#学以致用!要创

新举措#拓展思路!按照上级党委的工

作要求!奋战第四季度!确保全面完成

今年的各项目标任务" 总结好$十二五%

工作成绩!制订好$十三五%发展规划!

做到早动员#早安排#早部署!争取工作

主动权" 要做好当前的信访稳定#平安

建设#项目建设#撤乡建镇#人口和计划

生育#党建等重点工作!推动全乡各项

工作又好又快发展"

!李俊 王鹏伟"

沈丘县第一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开幕
!!!!!!

本报讯 &记者 韦伟 通讯员王祥

宇'

#$

月
"1

日上午! 沈丘县新区标

准化体育场彩旗飘展 ! 人海如潮 !

沈丘县第一届 $上海城(红星美凯

龙 % 杯全民健身运动会隆重开幕 "

周口市正市长级干部李绍斌 ! 沈丘

县县委书记皇甫立新# 县长刘国庆#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传文 # 县政协

主席刘俊奇出席开幕式"

伴随着铿锵激昂的运动员进行曲!

国旗方队 # 会旗方队首先通过主席

台" 随后! 在青春靓丽的方队引导员

引导下 !

%"

个由县直单位 # 各乡镇

&办' 组成的方队依次接受检阅" 各

方队旗手挥舞着队旗 ! 队员衣着整

齐# 步伐矫健依次步入会场! 分列队

站立" 入场仪式结束后! 赛场分别奏

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 运动会会

歌! 五星红旗# 运动会会旗随之冉冉

升起! 会场上顿时响起高亢的歌声"

开幕式上! 周口市体育局局长丁建清

到会祝贺并致贺词! 裁判员代表# 运

动员代表分别进行了宣誓"

县长刘国庆在开幕式上致辞" 刘

国庆指出 ! 全民健身是群众增强体

魄# 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 人民身

体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

涵! 是每个人成长和实现幸福生活的

重要基础 " 举办此次全民健身运动

会! 是对全县体育发展水平的集中检

验! 对推动全民健身运动开展! 展示

沈丘人民精神面貌! 凝聚改革发展合

力!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

来! 沈丘县委# 县政府高度重视体育

事业发展! 投资
#$$$

多万元新建全

民健身活动中心! 投资
2$$$

多万元

建设老干部活动中心# 青少年活动中

心 " 持续加大校园体育设施建设力

度! 先后成功举办河南省中国式摔跤

锦标赛# 黄淮八市乒乓球邀请赛等大

型比赛" 全民健身公关服务体系进一

步完善 ! 群众体育普及程度显著提

高! 人民群众身体素质和全县竞技体

育水平明显提升! 在各级体育赛事中

获得奖牌
%$

余枚" 沈丘县先后涌现

出奥运会拳击比赛银牌获得者张志

磊# 亚洲柔道锦标赛金牌获得者李一

清等知名运动员"

刘国庆要求! 组委会精心组织!

各位裁判认真负责! 各位运动员顽强

拼搏! 共同把此次运动会办成文明#

热烈# 精彩# 节俭的体育盛会! 带动

全县形成更加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

推动全民健身运动深入开展" 同时希

望全县广大体育工作者弘扬沈丘体育

优良传统! 在新起点上实现体育事业

新发展! 并将 $更高# 更快# 更强%

的体育精神! 传递到全县广大干部群

众中去 ! 为加快沈丘崛起 # 富民强

县 #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注入新的活

力"

最后! 县委书记皇甫立新宣布沈

丘县第一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开幕! 标

志着为期
!

天的沈丘县首届全民运动

会正式拉开帷幕" 据悉! 沈丘县第一

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共设足球# 篮球#

乒乓球# 拔河# 太极拳# 健身舞操#

象棋# 门球等
1

个项目#

"1

个小项比

赛! 共有
%"

支代表队
#$34

名运动员

参赛"

沈丘县召开!两违"整治工作推进会
!!!!!!

本报讯&记者 韦伟 通讯员 师华伟"

#$

月
"1

日!沈丘县召开$两违%整治工

作促进会" 县领导刘国庆# 张建党#董

鸿#夏新明#马伟#崔永华#李广其出席

会议!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县长刘国庆要求! 各相关部门要把

$两违% 整治工作作为一项常态化工作

来抓!进一步明确职责 !在全县范围内

有序开展$两违%整治工作!进一步加大

控违#查违#拆除力度!形成常态化监管

局面!进一步明确全县范围内$两违%整

治的指导思想!对全县沿公路两侧的加

油气站 # 驾校等违章建筑加大整治力

度" 乡镇办要作为治违主体!与相关部

门结合!拿出具体整治方案 !加大巡查

力度" 相关部门和乡镇办要引导群众进

城买房!结合棚户区改造 !出台相关优

惠政策!盘活沈丘县房地产市场"

县委常委#副县长董鸿主持会议!并

就下一步我县$两违 %整治工作作了具

体安排"

省工商联副主席韩建国
检查指导沈丘县工商联工作

!!!!!!

本报讯 &记者 韦伟 通讯员 李伟

娜"

#$

月
2#

日!省工商联副主席韩建国

莅临沈丘县检查指导全国工商联县级

$五好标准% 示范点巡回观摩的各项前

期准备工作" 市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

席刘振亚!县委常委#统战部长郭宇!县

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席张瑛 !统战部

副部长#工商联党组书记李祥恒陪同"

省工商联副主席韩建国一行首先察

看了县青年企业家协会!随后现场查看

了沈丘县工商联办公场所!并与机关同

志就此次迎接示范观摩活动进行了交

流" 韩建国对沈丘县工商联各项工作给

予了充分肯定"

就做好此次迎接国家级$五好标准%

示范点观摩工作 !韩建国指出 !要突出

抓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以

$信念#信任#信心#信誉%为主要内容的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理想信念实践活动!

不断促进自身建设 )要根据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工商

联工作的意见+及*省$五好%县级工商联

建设标准+切实做好此次观摩活动的准

备工作! 并以此次观摩活动为契机!进

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发挥工商联和商会

的作用 ! 为当地经济发展作出新的贡

献!确保工商联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

上海城#红星美凯龙
项目招商发布会成功举办

!!!!!!

本报讯&记者 韦伟 通讯员 肖飞'

#$

月
2#

日!沈丘县重点招商项目!上海城(

红星美凯龙豪布斯卡&

56789:;

$家%主

题街区建筑群项目招商发布会隆重举

行!成功吸引了知名商家麦当劳 #丹尼

斯百货等入驻主题街区建筑群"

据了解!上海城(红星美凯龙豪布斯

卡 &

56789:;

$家% 主题街区建筑群项

目!是中国家居业的第一品牌红星美凯

龙集团唯一一个落户县级的项目!该项

目集商务办公#购物娱乐#社交游憩#居

住服务等各类功能于一体 ! 是互相复

合!互相作用#互为价值的高度集约的

街区建筑群"

建成后!预计年销售额超
2

亿元!为

政府每年新增利税
2$$$

万元 ! 带动

24$$

人就业 ! 改善近
3$$

户居民的居

住#生活环境!打造沈丘新的城市名片!

对城市整体发展起到巨大的带动作用"

省民委副巡视员王平鸽
调研沈丘县民族工作

!!!!!!

本报讯"记者 韦伟 通讯员 程维新'

#$

月
"!

日下午! 省民委副巡视员王平

鸽#民委委员梁军!在周口市民宗局局长

方万政#纪检书记袁航等陪同下!到沈丘

县调研民族工作"

王平鸽一行实地走访了沈丘县清真

古寺# 回族敬老院以及回族困境儿童救

助中心"在清真古寺!王平鸽一行详细了

解回族爱国志士依托清真古寺在革命时

期开展爱国运动的光辉事迹! 对清真古

寺目前开展的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

活动给予高度赞赏"在回族敬老院!王平

鸽一行仔细查看了入住老人的衣食住

行!对回族敬老院的科学管理#周到服务

表示认可"在困境儿童救助中心!王平鸽

一行先后走进孤困儿童寝室# 教室和餐

厅!并与部分儿童交谈!了解生活#学习

情况"副县长马伟就沈丘县民族工作#民

族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情况作了专

题汇报"

王平鸽一行对沈丘县在民族爱国主

义教育以及对孤困孤老弱势群体关怀照

顾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 取得的良好社

会效果给予高度赞赏"她希望沈丘县委#

县政府!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加强民

族工作! 高度重视民族爱国主义教育以

及对孤困孤老弱势群体的关怀照顾工

作!夯实民族团结基石!推动民族经济更

快更好发展"

积极响应上级号召 加强审计队伍建设

沈丘县审计局打造!审计铁军"

!!!!!!

本报讯 &记者 韦伟 通讯员 范光

华 豆中敏" 近年来! 沈丘县审计局积

极响应上级号召 ! 加强审计队伍建

设! 着力打造一支素质高 # 业务精 #

作风优# 能打硬仗的 $审计铁军%"

严守政治纪律" 该局通过深入学

习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要

求审计人员思想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 不讲不利于国家的话! 不做不

利于国家的事! 维护中央权威性! 牢

固树立大局观念和全局意识! 头脑清

醒# 立场坚定! 把中央精神不折不扣

地贯彻落实到审计工作中去! 做严守

政治纪律的审计人"

严守组织纪律" 该局通过定期学

习 *公务员法+ 和 *干部任用条例 +

等法规! 要求审计人员工作上服从组

织安排! 领导干部带头执行民主集中

制! 有权力不任性) 一般审计人员接

受领导指挥 ! 不阴奉阳违 ! 另搞一

套" 全体审计人员团结一致! 凝心聚

力抓好审计工作! 当好重大政策落实

的 $督查员%! 做严守组织纪律的审

计人"

严守生活纪律" 该局通过 $三严

三实% 主题教育活动的开展! 要求审

计人员管好八小时之外的个人生活 !

时刻不忘 $省级文明单位 % 的身份 !

处处做表率# 事事讲文明! 生活中力

戒 $四风%! 当一个合格的国家工作

人员! 做严守生活纪律的审计人"

严守廉政纪律" 该局通过警示教

育# 风险排查# 监督检查等方式抓好

廉政建设工作 ! 要求审计人员遵守

*八项规定+ 和审计纪律八不准 ! 不

为各种诱惑所迷! 秉公用权# 依法审

计 # 廉洁从审 ! 切实起到审计反腐

$尖兵% 作用! 做严守廉政纪律的审

计人"

!!!

走基层 转作风 改文风

大学生!羊倌"的!新奇"养羊经
"记者 韦伟 通讯员 王佳佳

!!!!!!

从小生活在农村! 有着农村人

最朴实的精神) 大学毕业后! 本在

城市里有一份体面的工作! 却情系

农村 ! 毅然返乡创业 ) 创业期间 !

他将时尚元素融入槐山羊养殖! 引

得四乡八里的农民啧啧称奇"

他就是赵德营乡柴营村的 $羊

倌% 柴廷廷! 今年
"1

岁"

$这些都是纯种槐山羊! 具有

生长发育快# 产肉性能高# 板皮品

质好等优点"% 见到柴廷廷! 他正在

自家养殖场里忙碌 " 熟练的动作 !

专业的介绍! 他留给记者的第一印

象便是精明# 干练"

羊圈安音响$ 音乐助长羊儿壮

$羊舍里专门配备了音响 ! 每

天上午
##

点! 音乐声准时响起! 跑

了一上午的羊儿们就一个接一个地

从树林里跑回羊圈 $休息%) 晚上
3

点! 音乐声再次响起! 羊儿们便在

小夜曲中安然入睡"% 提起他那群会

听音乐的羊! 柴廷廷脸上洋溢着幸

福的笑容"

$给羊听音乐可不是为了好玩!

这里边的学问可深了"% 柴廷廷道出

了其中的奥秘" 他说! 羊的胆子小!

听音乐能够提高他们的胆量! 现在

羊儿们对什么噪声都 $不屑一顾 %

了) 二来音乐能够使羊的心情变好!

尤其是母羊! 听音乐后! 孕产率提

高了不少"

羊圈养土鸡 $ 一举多得巧收益

羊群卧在羊圈里享受! 一群土

鸡却 $闲不住% 了! 它们在羊圈里

$走来走去%" 柴廷廷将加工的玉米#

高粱# 豆糁放进食槽里! 羊群便围

过来吃食" 只见土鸡追在羊群后面!

吃羊吃掉地上的粮食 ! 俨然一副

$清洁工% 的派头"

柴廷廷告诉记者! 羊群吃食有

个特点 ! 掉地上踩下便不再吃了 !

这样既浪费! 还不好清理! 他一直

琢磨着要将这些碎食利用起来" 一

只误闯羊圈的鸡! 让他动了羊圈养

土鸡的念头"

$平常中秋节! 过年送礼! 孕

妇坐月子 ! 老人补养 ! 定亲下礼 !

人们都买土鸡! 市场特别好" 我现

在一年能养两茬土鸡 !

2$$$

多只 !

可以多收益
#$

万多元呢"% 柴廷廷

高兴地说"

麦秆变 %粗粮&$ 化废为宝实增效

柴廷廷发现! 麦收季节! 大量

的小麦秸秆堆在田间地头! 老百姓

都发愁没有地方处置! 他却看到了

出路"

$羊是反刍动物! 饲养讲究粗细

搭配 ! 除了玉米 # 豆渣等精料外 !

粗料必不可少" 下一步! 我将用机

械把麦秸粉碎成面状儿储存起来 !

掺加着玉米糁# 豆糁喂羊! 粗细搭

配! 羊儿吃了不仅长肉快! 还不容

易生病,% 柴廷廷乐呵地说"

眼下! 他已经敛拾了近
4

万公

斤麦秸" 这些麦秸! 是他家里圈养

的
2$$

多只山羊一直到秋收时的

$粗粮%"

柴廷廷表示! 今年计划把养羊的

数量翻一番! 达到
3$$

多只" 同时!

成立柴营村养殖合作社! 希望通过他

的带动! 改变当地农民的传统养殖观

念! 让更多的老百姓富裕起来"

老城镇
确保 !"岁以上老人免费体检

!!!!!!

本报讯 在重阳节来临之际 ! 为营

造全社会尊敬老人 # 关爱老人浓厚氛

围! 提高全镇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水平!

老城镇组织医务人员为全镇
%4

岁以上

老年人开展血压# 血糖# 血常规# 尿常

规等多项目的免费体检服务! 赢得全镇

广大老年人的称赞"

活动实施中! 老城镇通过 $三到位%

确保活动开展落到实处! 取得实效"

政策宣传到位" 全镇每天出动两辆

宣传车! 每村每天召开
2

次广播会! 在

全镇
2!

个行政村开展广泛宣传活动 !

让老年人了解健康体检知识和惠民政

策"

人员组织到位 " 镇村干部高度重

视! 认真做好
%4

岁以上老人的排查摸

底工作! 并由家人陪同老年人前往镇卫

生院接受免费健康体检! 确保健康体检

安全有序进行"

体检服务到位" 对于行动不便的老

年人 ! 组织医务人员开展上门体检服

务! 最大程度地方便老年人! 确保让每

一位符合条件的老年人都能享受到免费

健康体检" !卢振"

付
井
镇
$

计
划
生
育
宣
传
%常
态
化
&

!!!!!!

本报讯 今年

以来 ! 付井镇把

计划生育宣传工

作摆在重要位置

来抓 ! 把开展宣

传教育与解决计

划生育工作重点#

难点问题紧紧联

系 起 来 ! 建 立

$常态化% 计生宣

传工作机制 ! 收

到良好效果"

会议宣传常

态化 " 每月
"

号

组织召开一次全

体镇村 &居 ' 计

生工作人员例会!

通过例会传达上

级政策 ! 加强相

互沟通交流 ! 特

别是针对当前社

会上全面放开二

胎的舆论 ! 通过

会议将解释工作

宣传到位"

服务窗口宣

传常态化 " 该镇

在计生办大厅书

架 # 报架上放置

* 中 国 人 口 报 +

*人生+ *婚育与

健康 + *青春期

健康 + *人口与

计划生育 + *人

口文摘 + 等报刊

杂志摆放在书架#

报架上 ! 为来办

事的群众提供计生知识"

发放宣传资料常态化 " 该镇向

来办事的群众送一套计生宣传资料!

让他们在生活之余更进一步了解国

策" 利用 $

4

(

"1

% 计生协会成立纪念

日# $

3

(

##

% 世界人口日#

1

(

"4

*公

开信+ 发表纪念日等向群众发放各类

宣传资料上千份! 有力地把计划生育

政策宣传到位 ! 营造了浓厚舆论氛

围"

!梁珂琪"

!!!!!!

本报驻沈丘记者站欢迎

提供新闻线索

电话!

!$%&$'%(')*

邮箱!

+,-.///012345678

大邢庄乡掀起
学习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热潮
!!!!!

本报讯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

下发后!沈丘县大邢庄乡及时组织党员

干部认真学习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并

结合工作实际开展学习讨论"

在组织党委中心组学习时!该乡负

责人带头发言表示!要准确把握精神实

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精

神上来!提高认识!增强责任感和使命

感" 要深刻认识到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

的党中央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

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要把十八届五中全

会精神贯彻到每个党员干部和群众中

去"

就如何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全

会精神!制定了具体意见和措施!每周

拿出两天时间!组织全体乡干部集中进

行学习!要求把学习与当前实际工作结

合起来!做到学深学透#学以致用!要创

新举措#拓展思路!按照上级党委的工

作要求!奋战第四季度!确保全面完成

今年的各项目标任务" 总结好$十二五%

工作成绩!制订好$十三五%发展规划!

做到早动员#早安排#早部署!争取工作

主动权" 要做好当前的信访稳定#平安

建设#项目建设#撤乡建镇#人口和计划

生育#党建等重点工作!推动全乡各项

工作又好又快发展"

!李俊 王鹏伟"

沈丘县第一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开幕
!!!!!!

本报讯 &记者 韦伟 通讯员王祥

宇'

#$

月
"1

日上午! 沈丘县新区标

准化体育场彩旗飘展 ! 人海如潮 !

沈丘县第一届 $上海城(红星美凯

龙 % 杯全民健身运动会隆重开幕 "

周口市正市长级干部李绍斌 ! 沈丘

县县委书记皇甫立新# 县长刘国庆#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传文 # 县政协

主席刘俊奇出席开幕式"

伴随着铿锵激昂的运动员进行曲!

国旗方队 # 会旗方队首先通过主席

台" 随后! 在青春靓丽的方队引导员

引导下 !

%"

个由县直单位 # 各乡镇

&办' 组成的方队依次接受检阅" 各

方队旗手挥舞着队旗 ! 队员衣着整

齐# 步伐矫健依次步入会场! 分列队

站立" 入场仪式结束后! 赛场分别奏

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 运动会会

歌! 五星红旗# 运动会会旗随之冉冉

升起! 会场上顿时响起高亢的歌声"

开幕式上! 周口市体育局局长丁建清

到会祝贺并致贺词! 裁判员代表# 运

动员代表分别进行了宣誓"

县长刘国庆在开幕式上致辞" 刘

国庆指出 ! 全民健身是群众增强体

魄# 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 人民身

体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

涵! 是每个人成长和实现幸福生活的

重要基础 " 举办此次全民健身运动

会! 是对全县体育发展水平的集中检

验! 对推动全民健身运动开展! 展示

沈丘人民精神面貌! 凝聚改革发展合

力!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

来! 沈丘县委# 县政府高度重视体育

事业发展! 投资
#$$$

多万元新建全

民健身活动中心! 投资
2$$$

多万元

建设老干部活动中心# 青少年活动中

心 " 持续加大校园体育设施建设力

度! 先后成功举办河南省中国式摔跤

锦标赛# 黄淮八市乒乓球邀请赛等大

型比赛" 全民健身公关服务体系进一

步完善 ! 群众体育普及程度显著提

高! 人民群众身体素质和全县竞技体

育水平明显提升! 在各级体育赛事中

获得奖牌
%$

余枚" 沈丘县先后涌现

出奥运会拳击比赛银牌获得者张志

磊# 亚洲柔道锦标赛金牌获得者李一

清等知名运动员"

刘国庆要求! 组委会精心组织!

各位裁判认真负责! 各位运动员顽强

拼搏! 共同把此次运动会办成文明#

热烈# 精彩# 节俭的体育盛会! 带动

全县形成更加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

推动全民健身运动深入开展" 同时希

望全县广大体育工作者弘扬沈丘体育

优良传统! 在新起点上实现体育事业

新发展! 并将 $更高# 更快# 更强%

的体育精神! 传递到全县广大干部群

众中去 ! 为加快沈丘崛起 # 富民强

县 #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注入新的活

力"

最后! 县委书记皇甫立新宣布沈

丘县第一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开幕! 标

志着为期
!

天的沈丘县首届全民运动

会正式拉开帷幕" 据悉! 沈丘县第一

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共设足球# 篮球#

乒乓球# 拔河# 太极拳# 健身舞操#

象棋# 门球等
1

个项目#

"1

个小项比

赛! 共有
%"

支代表队
#$34

名运动员

参赛"

沈丘县召开!两违"整治工作推进会
!!!!!!

本报讯&记者 韦伟 通讯员 师华伟"

#$

月
"1

日!沈丘县召开$两违%整治工

作促进会" 县领导刘国庆# 张建党#董

鸿#夏新明#马伟#崔永华#李广其出席

会议!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县长刘国庆要求! 各相关部门要把

$两违% 整治工作作为一项常态化工作

来抓!进一步明确职责 !在全县范围内

有序开展$两违%整治工作!进一步加大

控违#查违#拆除力度!形成常态化监管

局面!进一步明确全县范围内$两违%整

治的指导思想!对全县沿公路两侧的加

油气站 # 驾校等违章建筑加大整治力

度" 乡镇办要作为治违主体!与相关部

门结合!拿出具体整治方案 !加大巡查

力度" 相关部门和乡镇办要引导群众进

城买房!结合棚户区改造 !出台相关优

惠政策!盘活沈丘县房地产市场"

县委常委#副县长董鸿主持会议!并

就下一步我县$两违 %整治工作作了具

体安排"

省工商联副主席韩建国
检查指导沈丘县工商联工作

!!!!!!

本报讯 &记者 韦伟 通讯员 李伟

娜"

#$

月
2#

日!省工商联副主席韩建国

莅临沈丘县检查指导全国工商联县级

$五好标准% 示范点巡回观摩的各项前

期准备工作" 市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

席刘振亚!县委常委#统战部长郭宇!县

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席张瑛 !统战部

副部长#工商联党组书记李祥恒陪同"

省工商联副主席韩建国一行首先察

看了县青年企业家协会!随后现场查看

了沈丘县工商联办公场所!并与机关同

志就此次迎接示范观摩活动进行了交

流" 韩建国对沈丘县工商联各项工作给

予了充分肯定"

就做好此次迎接国家级$五好标准%

示范点观摩工作 !韩建国指出 !要突出

抓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以

$信念#信任#信心#信誉%为主要内容的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理想信念实践活动!

不断促进自身建设 )要根据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工商

联工作的意见+及*省$五好%县级工商联

建设标准+切实做好此次观摩活动的准

备工作! 并以此次观摩活动为契机!进

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发挥工商联和商会

的作用 ! 为当地经济发展作出新的贡

献!确保工商联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

上海城#红星美凯龙
项目招商发布会成功举办

!!!!!!

本报讯&记者 韦伟 通讯员 肖飞'

#$

月
2#

日!沈丘县重点招商项目!上海城(

红星美凯龙豪布斯卡&

56789:;

$家%主

题街区建筑群项目招商发布会隆重举

行!成功吸引了知名商家麦当劳 #丹尼

斯百货等入驻主题街区建筑群"

据了解!上海城(红星美凯龙豪布斯

卡 &

56789:;

$家% 主题街区建筑群项

目!是中国家居业的第一品牌红星美凯

龙集团唯一一个落户县级的项目!该项

目集商务办公#购物娱乐#社交游憩#居

住服务等各类功能于一体 ! 是互相复

合!互相作用#互为价值的高度集约的

街区建筑群"

建成后!预计年销售额超
2

亿元!为

政府每年新增利税
2$$$

万元 ! 带动

24$$

人就业 ! 改善近
3$$

户居民的居

住#生活环境!打造沈丘新的城市名片!

对城市整体发展起到巨大的带动作用"

省民委副巡视员王平鸽
调研沈丘县民族工作

!!!!!!

本报讯"记者 韦伟 通讯员 程维新'

#$

月
"!

日下午! 省民委副巡视员王平

鸽#民委委员梁军!在周口市民宗局局长

方万政#纪检书记袁航等陪同下!到沈丘

县调研民族工作"

王平鸽一行实地走访了沈丘县清真

古寺# 回族敬老院以及回族困境儿童救

助中心"在清真古寺!王平鸽一行详细了

解回族爱国志士依托清真古寺在革命时

期开展爱国运动的光辉事迹! 对清真古

寺目前开展的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

活动给予高度赞赏"在回族敬老院!王平

鸽一行仔细查看了入住老人的衣食住

行!对回族敬老院的科学管理#周到服务

表示认可"在困境儿童救助中心!王平鸽

一行先后走进孤困儿童寝室# 教室和餐

厅!并与部分儿童交谈!了解生活#学习

情况"副县长马伟就沈丘县民族工作#民

族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情况作了专

题汇报"

王平鸽一行对沈丘县在民族爱国主

义教育以及对孤困孤老弱势群体关怀照

顾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 取得的良好社

会效果给予高度赞赏"她希望沈丘县委#

县政府!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加强民

族工作! 高度重视民族爱国主义教育以

及对孤困孤老弱势群体的关怀照顾工

作!夯实民族团结基石!推动民族经济更

快更好发展"

积极响应上级号召 加强审计队伍建设

沈丘县审计局打造!审计铁军"

!!!!!!

本报讯 &记者 韦伟 通讯员 范光

华 豆中敏" 近年来! 沈丘县审计局积

极响应上级号召 ! 加强审计队伍建

设! 着力打造一支素质高 # 业务精 #

作风优# 能打硬仗的 $审计铁军%"

严守政治纪律" 该局通过深入学

习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要

求审计人员思想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 不讲不利于国家的话! 不做不

利于国家的事! 维护中央权威性! 牢

固树立大局观念和全局意识! 头脑清

醒# 立场坚定! 把中央精神不折不扣

地贯彻落实到审计工作中去! 做严守

政治纪律的审计人"

严守组织纪律" 该局通过定期学

习 *公务员法+ 和 *干部任用条例 +

等法规! 要求审计人员工作上服从组

织安排! 领导干部带头执行民主集中

制! 有权力不任性) 一般审计人员接

受领导指挥 ! 不阴奉阳违 ! 另搞一

套" 全体审计人员团结一致! 凝心聚

力抓好审计工作! 当好重大政策落实

的 $督查员%! 做严守组织纪律的审

计人"

严守生活纪律" 该局通过 $三严

三实% 主题教育活动的开展! 要求审

计人员管好八小时之外的个人生活 !

时刻不忘 $省级文明单位 % 的身份 !

处处做表率# 事事讲文明! 生活中力

戒 $四风%! 当一个合格的国家工作

人员! 做严守生活纪律的审计人"

严守廉政纪律" 该局通过警示教

育# 风险排查# 监督检查等方式抓好

廉政建设工作 ! 要求审计人员遵守

*八项规定+ 和审计纪律八不准 ! 不

为各种诱惑所迷! 秉公用权# 依法审

计 # 廉洁从审 ! 切实起到审计反腐

$尖兵% 作用! 做严守廉政纪律的审

计人"

!!!

走基层 转作风 改文风

大学生!羊倌"的!新奇"养羊经
"记者 韦伟 通讯员 王佳佳

!!!!!!

从小生活在农村! 有着农村人

最朴实的精神) 大学毕业后! 本在

城市里有一份体面的工作! 却情系

农村 ! 毅然返乡创业 ) 创业期间 !

他将时尚元素融入槐山羊养殖! 引

得四乡八里的农民啧啧称奇"

他就是赵德营乡柴营村的 $羊

倌% 柴廷廷! 今年
"1

岁"

$这些都是纯种槐山羊! 具有

生长发育快# 产肉性能高# 板皮品

质好等优点"% 见到柴廷廷! 他正在

自家养殖场里忙碌 " 熟练的动作 !

专业的介绍! 他留给记者的第一印

象便是精明# 干练"

羊圈安音响$ 音乐助长羊儿壮

$羊舍里专门配备了音响 ! 每

天上午
##

点! 音乐声准时响起! 跑

了一上午的羊儿们就一个接一个地

从树林里跑回羊圈 $休息%) 晚上
3

点! 音乐声再次响起! 羊儿们便在

小夜曲中安然入睡"% 提起他那群会

听音乐的羊! 柴廷廷脸上洋溢着幸

福的笑容"

$给羊听音乐可不是为了好玩!

这里边的学问可深了"% 柴廷廷道出

了其中的奥秘" 他说! 羊的胆子小!

听音乐能够提高他们的胆量! 现在

羊儿们对什么噪声都 $不屑一顾 %

了) 二来音乐能够使羊的心情变好!

尤其是母羊! 听音乐后! 孕产率提

高了不少"

羊圈养土鸡 $ 一举多得巧收益

羊群卧在羊圈里享受! 一群土

鸡却 $闲不住% 了! 它们在羊圈里

$走来走去%" 柴廷廷将加工的玉米#

高粱# 豆糁放进食槽里! 羊群便围

过来吃食" 只见土鸡追在羊群后面!

吃羊吃掉地上的粮食 ! 俨然一副

$清洁工% 的派头"

柴廷廷告诉记者! 羊群吃食有

个特点 ! 掉地上踩下便不再吃了 !

这样既浪费! 还不好清理! 他一直

琢磨着要将这些碎食利用起来" 一

只误闯羊圈的鸡! 让他动了羊圈养

土鸡的念头"

$平常中秋节! 过年送礼! 孕

妇坐月子 ! 老人补养 ! 定亲下礼 !

人们都买土鸡! 市场特别好" 我现

在一年能养两茬土鸡 !

2$$$

多只 !

可以多收益
#$

万多元呢"% 柴廷廷

高兴地说"

麦秆变 %粗粮&$ 化废为宝实增效

柴廷廷发现! 麦收季节! 大量

的小麦秸秆堆在田间地头! 老百姓

都发愁没有地方处置! 他却看到了

出路"

$羊是反刍动物! 饲养讲究粗细

搭配 ! 除了玉米 # 豆渣等精料外 !

粗料必不可少" 下一步! 我将用机

械把麦秸粉碎成面状儿储存起来 !

掺加着玉米糁# 豆糁喂羊! 粗细搭

配! 羊儿吃了不仅长肉快! 还不容

易生病,% 柴廷廷乐呵地说"

眼下! 他已经敛拾了近
4

万公

斤麦秸" 这些麦秸! 是他家里圈养

的
2$$

多只山羊一直到秋收时的

$粗粮%"

柴廷廷表示! 今年计划把养羊的

数量翻一番! 达到
3$$

多只" 同时!

成立柴营村养殖合作社! 希望通过他

的带动! 改变当地农民的传统养殖观

念! 让更多的老百姓富裕起来"

老城镇
确保 !"岁以上老人免费体检

!!!!!!

本报讯 在重阳节来临之际 ! 为营

造全社会尊敬老人 # 关爱老人浓厚氛

围! 提高全镇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水平!

老城镇组织医务人员为全镇
%4

岁以上

老年人开展血压# 血糖# 血常规# 尿常

规等多项目的免费体检服务! 赢得全镇

广大老年人的称赞"

活动实施中! 老城镇通过 $三到位%

确保活动开展落到实处! 取得实效"

政策宣传到位" 全镇每天出动两辆

宣传车! 每村每天召开
2

次广播会! 在

全镇
2!

个行政村开展广泛宣传活动 !

让老年人了解健康体检知识和惠民政

策"

人员组织到位 " 镇村干部高度重

视! 认真做好
%4

岁以上老人的排查摸

底工作! 并由家人陪同老年人前往镇卫

生院接受免费健康体检! 确保健康体检

安全有序进行"

体检服务到位" 对于行动不便的老

年人 ! 组织医务人员开展上门体检服

务! 最大程度地方便老年人! 确保让每

一位符合条件的老年人都能享受到免费

健康体检" !卢振"

付
井
镇
$

计
划
生
育
宣
传
%常
态
化
&

!!!!!!

本报讯 今年

以来 ! 付井镇把

计划生育宣传工

作摆在重要位置

来抓 ! 把开展宣

传教育与解决计

划生育工作重点#

难点问题紧紧联

系 起 来 ! 建 立

$常态化% 计生宣

传工作机制 ! 收

到良好效果"

会议宣传常

态化 " 每月
"

号

组织召开一次全

体镇村 &居 ' 计

生工作人员例会!

通过例会传达上

级政策 ! 加强相

互沟通交流 ! 特

别是针对当前社

会上全面放开二

胎的舆论 ! 通过

会议将解释工作

宣传到位"

服务窗口宣

传常态化 " 该镇

在计生办大厅书

架 # 报架上放置

* 中 国 人 口 报 +

*人生+ *婚育与

健康 + *青春期

健康 + *人口与

计划生育 + *人

口文摘 + 等报刊

杂志摆放在书架#

报架上 ! 为来办

事的群众提供计生知识"

发放宣传资料常态化 " 该镇向

来办事的群众送一套计生宣传资料!

让他们在生活之余更进一步了解国

策" 利用 $

4

(

"1

% 计生协会成立纪念

日# $

3

(

##

% 世界人口日#

1

(

"4

*公

开信+ 发表纪念日等向群众发放各类

宣传资料上千份! 有力地把计划生育

政策宣传到位 ! 营造了浓厚舆论氛

围"

!梁珂琪"

!!!!!!

本报驻沈丘记者站欢迎

提供新闻线索

电话!

9$%&$'%(':*

邮箱!

+,-.///0123456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