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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 川汇区委

宣传部" 区财政局分别与结对帮扶

的民间文艺团体走进社区! 让社区

居民在家门口就能观看到精彩的文

艺演出#

当天 !区委宣传部携手映山红

民乐队来到文昌社区 ! 开展慰问

演出活动 $ 映山红民乐队的民间

艺人们表演了器乐合奏 %喜洋洋 &

%步步高 &!笛子独奏 %牧民新歌 &

%扬鞭催马运粮忙 & %歌儿献给解

放军 &!二胡独奏 %赛马 & %清凌凌

的水蓝莹莹的天 & %祖国的大建设

一日千里 &以及歌曲 %双脚踏上幸

福路 & %山丹丹花开红艳艳 & %洪湖

水浪打浪 & %毛 主 席 的 话 儿 记 心

上 &等节目 $ 演出现场气氛热烈 !

观众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 $

就在同一天! 区财政局携手清

河曲艺歌舞团来到城南办事处后王

营行政村!开展慰问演出活动$清河

曲艺歌舞团的民间艺人们表演了渔

鼓道情 %敬老院里笑声多 &" 越调

%收姜维&" 豫剧选段 %当干部就应

该吃亏 &"河南坠子 %万金难买爹娘

恩& 以及器乐独奏等群众喜闻乐见

的节目$ 演出现场气氛热烈! 欢声

笑语不绝于耳$

!崔海燕 刘巍"

川汇新闻组版编辑!窦 赢 王辛泉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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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4

日!川汇区召开稳

增长保态势决战四季度动员会$会议回

顾了前三季度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查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安排部

署第四季度各项工作$ 区长田庆杰"区

人大常委会主任陈朝栋"区政协主席叶

长丽等出席会议$

会议通报了全区前三季度经济运

行情况$田庆杰指出!要肯定成绩!坚定

信心!进一步增强决战四季度的紧迫感

和责任感$自从提出'决战四季度"工作

争一流(口号以来!川汇区上下克难攻

坚!知难而进!各项工作均取得了较快

发展$具体表现在)经济保持平稳增长*

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成效显著*城市管

理连创佳绩*民生得到持续改善*秸秆

禁烧工作完成既定目标*社会大局和谐

稳定$

田庆杰要求!各级各部门一要清醒

认识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形势!进

一步振奋精神!坚定信心!咬定目标!营

造决战四季度+冲刺全年目标的攻坚氛

围!确保实现全年目标任务$ 二要突出

重点!提速冲刺!全力决战四季度$要全

力保障企业运行!狠抓项目建设"狠抓

开放招商"狠抓城市管理"狠抓民生改

善!确保社会和谐稳定$三要狠抓落实!

奋力攻坚! 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

务$要树立目标意识!强化责任担当!营

造工作氛围!统筹抓好各项工作$ 各办

事处" 各部门要严格对照全年目标!以

踏石有印"抓铁有痕的劲头!转变作风!

振奋精神!狠抓落实!确保圆满完成全

年目标任务$

会上!区工信局"区商务局"城南办

事处等单位负责人分别作了表态发言$

!杨玉洁"

川汇区召开稳增长保态势决战四季度动员会

决战四季度 工作争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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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8

日上午! 川汇区召

开四大班子联席会$ 区长田庆杰"区政

协主席叶长丽等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了全市稳增长保态势决

战四季度工作会议精神!通报了全区各

项工作的开展情况!传达了全市环境整

治会议精神和全市平安建设工作会议

精神$

田庆杰要求 ! 各级各部门要认真

学习 !深刻领会会议精神 !结合工作实

际 !切实宣传好 "贯彻好 "落实好会议

精神$

田庆杰指出 ! 经过近段时间的努

力! 川汇区信访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秸秆禁烧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五路(拆

迁工作基本完成*城市管理工作连续两

个月保持全市第一名$ 全区干部的精神

面貌在改善 !干部素质在提升 !干部作

风在转变!工作在创新$

田庆杰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持续抓

好秸秆禁烧工作! 确保不着一把火*持

续抓好社会稳定工作!确保不发生一起

非访和越级集访事件*持续抓好城市管

理工作 ! 确保全年第一的目标如期实

现*持续抓好财税工作!确保全年增幅"

增速均居全市第一 * 持续抓好项目建

设 "华耀城拆迁 "'五路 (建设 "东城西

城棚户区改造 !加大工作力度 !树立问

题导向!全力推进工作$ 在工作推进过

程中 !要处理好三种关系 )一是稳定与

发展的关系! 既要保稳定又要促发展!

工作中要稳中求进*二是结果与过程的

关系 ! 工作推进过程中要做到真抓实

干 !一步一个脚印向前推进 !不能大而

化之 !不做表面文章 *三是精神与物质

的关系 !要发挥主观能动性 !在工作中

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 做到不埋怨"不

抱怨$ 同时!要统筹兼顾!协调推进!既

要抓一般 !又要突出工作重点 *要狠抓

落实 !围绕抓落实推进工作 !真正实现

保稳定促发展$

!理效明 杨玉洁"

区四大班子联席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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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下午 !

川汇区召开第九次城市管理工

作会议$

会前! 区长田庆杰一行对

辖区内重点路段" 重点区域的

市容环境进行了实地察看!现

场查找问题! 提出解决问题的

办法$

会上! 田庆杰对近期城市

管理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田庆

杰强调!一要严格工作标准!突

出问题整改$ 各有关职能部门

在推进工作的过程中! 要确保

把工作标准落实到位! 充分发

挥主观能动性! 时刻把城市管

理放在心上"抓在手上!尽快解

决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二

要加强队伍管理! 树立服务意

识$要以考核奖惩为引领!持续

加强队伍管理!实行动态管理!

充分调动工作积极性$ 要加强

与沿街商户的沟通交流! 做到

管理与服务相结合" 疏与堵相

结合!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工作

水平$ 三要提高认识! 振奋精

神!持之以恒!主动作为$ 通过

实实在在的工作! 为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作出新贡献! 切实为广大市民创造一个

良好的生活环境$

会议还为
&

月份"

%

月份城市管理工

作第一名的小桥办事处颁发了红旗!向

最后一名的荷花办事处发放了黑旗!落

后单位作了表态发言$ !刘巍"

田
庆
杰
部
署
城
市
管
理
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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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9

日下午!川汇区召

开重点项目建设环境集中整治动员大

会$ 区长田庆杰参加会议并讲话$

会议宣读了%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政

府关于转发周口市人民政府关于中心

城区重点项目建设环境集中整治活动

实施方案的通知&"%周口市川汇区人民

政府关于成立川汇区重点项目建设环

境集中整治活动领导小组的通知 &和

%周口市纪委关于五起发生在群众身边

的腐败问题查处情况的通报&$

田庆杰要求 ! 各级各部门要做到

'四个三($ 突出'三个重点(!即重点区

域"重点项目"重点人员 *抓好 '三个具

体(!即抓好具体人"具体事"具体项目*

着力 '三个一批 (!即治理一批 "打击一

批"惩治一批*达到'三个效果(!即新风

正气明显形成" 建设环境明显好转"重

点项目明显推进!从而为稳增长保态势

决战四季度"实现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奠

定坚实基础$

田庆杰强调 !一要高度重视 !努力

创造良好的项目建设环境$ 要站在维护

川汇区形象和声誉的高度!充分认识创

造良好环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牢固树

立大局意识!着力解决影响项目建设环

境的突出问题!确保重点项目建设顺利

进行$ 二要动真碰硬!重拳出击!全力为

项目建设保驾护航$ 对一些影响恶劣"

危害严重的典型案件!公"检"法等部门

要依法严厉打击 !形成高压态势 !强化

震慑效应$ 要以当前正在开展的'三严

三实 (专题教育为契机 !针对个别党员

干部大局意识不强以及个别村干部"基

层组织负责人为了自身利益! 默许"暗

中支持甚至直接参与阻工闹事的!纪检

监察部门要主动出击!按照党纪政纪依

法严肃追责 !涉及刑事犯罪的 !坚决移

交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三要加强组织领

导!确保专项整治效果$ 要建立党委和

政府统一领导" 纪检监察组织协调"有

关部门齐抓共管"企业社会共同参与的

工作格局!形成推进专项整治的强大合

力$ !刘巍"

川汇区大力整治项目建设环境

!!!!!!十件民生实事之三"""新建改建
$

个体育

健身广场 :

个体育健身广场分别是建中社区健身广

场#中州路桥南健身广场#关帝上城健身广场和联盟新

城社区健身广场$截至
!"

月
8!

日%

:

个体育健身广场已

全部建成$ 图为关帝上城健身广场$

理效明 邵红刚 摄

十件民生实事进展顺利
!!!!!!

经过川汇区政府各部门的不懈努力!截至
!"

月底!川汇区十件民生实事进展顺

利!目前已经完成
$

件!即将完成的有
#

件!正在按照时间节点积极推进的有
8

件$

从本期开始!将陆续推出市民关注的十件民生实事进展情况$

!!!!!!十件民生实事之一"""新建
%

所幼儿园#

!

所小学 新建的
#

所幼儿园分别是前进幼儿园和第三幼儿

园%新建的小学是奔腾小学!原名莲花路第一小学"$ 截至
!"

月
8!

日%

#

所幼儿园的主体土建工程已完工%正在进

行地下管网&地面硬化和园内绿化等附属工程施工%预计年底前可全部完成'奔腾小学已按时竣工%并于
%

月
!

日

交付使用%剩余的绿化工程正在施工$ 图为第三幼儿园全景$ 理效明 邵红刚 摄

!!!!!!十件民生实事之二"""新建
&

个垃圾中转

站和
'

个公厕 截至目前%

4

个垃圾中转站已开工建设
#

个% 另外
:

个正在做前期准备工作'

&

个公厕中的
#

个旱

改水公厕已开工建设%

4

个环保公厕正在进行二次招标$

图为莲花路与富民路交叉口的垃圾中转站及公厕施工现

场$ 理效明 邵红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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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上午! 市教育局

局长张学成一行到川汇区调研$ 区长田

庆杰陪同调研$

张学成一行先后来到二十三中"'一

校一园(项目"第三幼儿园项目等地进行

实地查看! 听取了川汇区教育部门负责

同志的工作汇报! 并对各学校的整体规

划建设" 餐厅的卫生情况" 教师力量配

备"招生情况"校园硬化和绿化以及文化

建设工作的开展情况进行了详细了解$

张学成对川汇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

所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张学成指出!近

年来!川汇区不断加大投入力度!优化资

源配置!全面提高教学质量!促进了教育

教学公平$

田庆杰对张学成一行对川汇区教

育事业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 ! 并指

出!下一步!川汇区将采取有效措施!进

一步加大教育资源整合力度!认真对照

要求!加快标准化学校建设$ 同时!加大

对教师队伍的培训力度!重点解决城区

'大班额 ("办学条件改善 "教师待遇提

高等问题!助推全区教育事业迈上一个

新台阶$

!刘巍"

市教育局领导
到川汇区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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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8"

日上午!区政协举

行委员联系群众工作座谈会 $ 区政协

主席叶长丽出席会议$

会上!

!!

个委员组组长分别从工作

进展"取得成效"存在问题"下一步打算

以及意见建议等方面!汇报了委员联系

群众工作的开展情况 *

!"

名政协委员

分别讲述了自己在联系群众工作中遇

到的感人事迹*

:

名政协常委对委员联

系群众工作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叶长丽充分肯定了各委员组在联

系群众工作中取得的成绩!指出了存在

的问题!并对如何进一步做好委员联系

群众工作提出三点意见 $ 一是认真回

顾!客观总结 !确保委员联系群众工作

取得显著成绩$ 二是吃透精神!明确任

务! 推进委员联系群众工作扎实开展$

三是落实责任 !强化保障 !确保委员联

系群众工作再上新台阶$

!杨玉洁 崔新中"

区政协举行委员联系群众工作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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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上午! 川汇

区人和办事处举行孝顺儿子" 孝顺

儿媳表彰活动$

%

名群众公认的孝

顺儿子"孝顺儿媳受到表彰!如图"$

据介绍!今年的孝顺儿子"孝顺

儿媳评选活动开始于
%

月份! 通过

属地推荐" 群众推荐和个人自荐的

方式进行$

人和办事处负责人说! 开展孝

顺儿子"孝顺儿媳评选活动!是为了

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孝道文化!用

群众身边的典型激励人"引导人!不

断营造平等"和谐"友爱的新型家庭

关系! 为加快建设和谐新川汇积聚

正能量$

,理效明 崔海燕 文
;

图-

小社区 大舞台

人和办事处
表彰孝子孝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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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上午! 由川汇

区委宣传部"区文明办主办!区教体

局承办的
#"!$

年川汇区中华经典诵

读比赛隆重举行!如图"$ 来自全区

各小学的
!"

支代表队和部分学生

家长齐聚一堂! 共同感受中华经典

和传统文化的魅力$

在两个多小时的比赛过程中 !

参赛选手们诵读了 %回望唐宋又见

丰碑 &"%祝福中国 &"%长征颂 &"%少

年中国说 &"%孝 "忠 "强 &"%我骄傲 !

我是中国人&等经典作品$

经过激烈角逐 ! 六一路小学荣

获特等奖*七一路一小"实验小学荣

获一等奖* 七一路二小" 五一路小

学" 闫庄小学" 李庄小学荣获二等

奖 *作坊小学 "榆树园小学 "文化小

学获三等奖$

<

杨玉洁 赵博 文
;

图-

川汇区举办 !"#$年中华经典诵读比赛

川汇区!文艺进社区 一天演两场

!!!!!!

川汇区十分注重社区文化建设%积极营造浓厚的人文氛围$ 今年以来%太平社区

在幸福花开小区相继建成了道德长廊&文化长廊&党史长廊$ 图为该社区居民在道德

长廊里观看先进人物事迹介绍$ 理效明 摄

!!!!!!

天气逐渐转冷%川汇区安监局积极开展为困难群众送温暖活动$ 图为近日%该局

党员干部到区福利院开展慰问活动%并为其送去慰问品$ 王东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