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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岳建辉" 按照省委#

市委要求和县委对$三严三实%专题教

育的安排部署&

22

月
22

日至
28

日&县

委中心组利用三天时间&围绕'严以用

权&真抓实干&实实在在谋事创业做人&

树立忠诚#干净#担当的新形象%&开展

专题教育第三次学习研讨&研究部署商

水专题教育下一步工作( 市委常委#组

织部长靳磊参加学习研讨&并作重要讲

话( 县委副书记#县长马卫东主持学习

研讨(李德来#杨继鲁#孙培忠#姜永来#

杜希敏#韩林#张森及中心组其他成员

参加学习研讨(

本次学习研讨采取个人自学#集中

学习和集体研讨相结合的方式( 在个

人自学阶段&县委中心组成员认真学习

了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等规定书目(

28

日上午&县委中心组采用领学的

方式&集中学习了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

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
34

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国

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 集中学习结束后&县委中

心组成员围绕'严以用权&真抓实干&实

实在在谋事创业做人&树立忠诚#干净#

担当的新形象%专题进行集体研讨(

随后&靳磊对商水县'三严三实%专

题教育给予充分肯定( 就如何践行'严

以用权%要求#深化'三严三实%专题教

育&靳磊强调&一要坚持知行合一&自觉

践行'严以用权%要求( 要坚持心存敬

畏&做到谨慎用权,要坚持公仆情怀&做

到秉公用权,要坚持遵规守纪&做到依

法用权,要坚持勤谋善干&做到务实用

权,要坚持清正廉洁&做到阳光用权(二

要持续用力发力&推进专题教育深入开

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是我们党持续

加强作风建设和思想政治建设的常态

化工作&要继续抓好学习教育&突出整

改'不严不实 %问题 &着力健全完善制

度&专项整治基层干部不作为#乱作为#

贪腐以及执法不公等损害群众利益问

题& 开好高质量专题教育民主生活会(

三要统筹推进工作&务求专题教育取得

实效(各级领导干部抓任何工作都要贯

彻'三严三实%要求&在全面从严治党上

见实效# 在谋划推动改革发展上见实

效# 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上见实效#在

狠抓工作落实上见实效& 真正做到以

'严%和'实%的精神抓好每一项工作部

署和每一件具体工作&为推动实施周口

崛起方略提供可靠保证(

22

月
28

日下午 &县委中心组 '三

严三实%专题教育第三次学习研讨总结

会召开(马卫东指出&要深化思想认识&

准确把握'严以用权%的深刻内涵&时刻

敬畏权力 &清醒认识 '用权不严 %的危

害&加倍珍惜权力 &自觉争当 '严以用

权%的表率( 就如何把'三严三实%专题

教育引向深入&马卫东强调&县委中心

组成员要切实端正态度& 做到率先垂

范& 坚持用更高更严的标准来要求自

己,要切实运用成果&转变工作作风&多

'照镜子%#多'回头看%&针对查找出来

的各种突出问题&逐项进行研究&加大

整改力度&提升人民满意度,要深入学

习&提高办事效率&把'三严三实%专题

教育与做好当前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

作结合起来&与完成各项重点工作任务

结合起来&与自己分管工作#任务结合

起来&真正做到两手抓#两不误(

商水举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第三次学习研讨
!!!!!!

本报讯
9

记者 岳建辉 通讯员 钟

源
: 22

月
2#

日&国家棉花及纺织服装产

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河南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周口工作站

签约暨揭牌仪式在商水县产业集聚区

举行( 河南省纤维检验局局长#国家棉

花及纺织服装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主任王晓伟&河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

验检疫技术中心主任郭会清&周口市质

量技术监督局局长李宪中&商水县委副

书记 # 县长马卫东等领导出席揭牌仪

式(

揭牌仪式上&王晓伟向工作站的成

立表示祝贺( 王晓伟指出&设立在商水

县产业集聚区的周口工作站&将依托国

家棉花及纺织服装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和河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

疫技术中心的专业检测力量&提供涵盖

棉花#纺织#服装#食品#农产品#包装产

品#动植物产品等多项产品的质量检验

及计量检定业务&为提升商水县产品质

量总体水平 &加快人才培养 #科研开发

和成果转化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马卫东在讲话中指出&该工作站是

国家棉花及纺织服装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中心和河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

检疫技术中心强强联合&在我市设立的

第一个工作站&对促进商水检测行业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我市提升质检水平

和织造能力提供了坚实的技术保障( 马

卫东强调& 商水将以此次揭牌为契机&

充分发挥和利用好该工作站的作用&更

加注重质量标准体系建设#更加注重品

牌塑造#更加注重对龙头企业的引进和

培育 &服务好已有企业 &孵化好新兴企

业 &打造好旗舰企业 &进一步促进商水

县棉花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

最后 &王晓伟 #郭会清 #李宪中 #马

卫东等领导为国家棉花及纺织服装产

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河南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周口工作站

揭牌(

国家级质检中心周口工作站
在商水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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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岳建辉
: 22

月
!

日&商水县召开领导干部

会议&传达全省 #全市领导干

部视频会议精神 & 并对如何

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

会精神和当前工作进行部

署( 县委副书记#县长马卫东

作重要讲话(

马卫东指出&贯彻落实党

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 &是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

政治任务 & 全县各级党组织

要按照省委书记郭庚茂和市

委书记徐光的讲话要求 &高

度重视&认真组织 &迅速掀起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

会精神热潮 & 更好地用全会

精神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 #推

动工作(

马卫东强调&各级各部门

要以全会精神为指导 & 科学

谋划商水县 '十三五 %规划 &

科学选择符合商水特点的发

展道路 & 突出重点 # 弥补短

板#强化弱项 &加强对重大问

题#重大项目 #重大政策的超

前研究 & 明确经济社会发展

改革重点 & 确定商水 '十三

五%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战略重

点和重大举措( 要充分发扬民主&广泛

听取意见和建议&使'十三五%规划更好

地反映社情民意&使'十三五%规划编制

过程成为全社会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

科学决策过程( 同时&要切实抓好当前

各项工作&加压紧逼#全力冲刺#大干快

上&确保圆满完成今年各项目标任务(

全
县
领
导
干
部
会
议
召
开

!!!!!!

本报讯 为了打造法治商水 #和

谐商水#平安商水&县委政法委#县委

群众工作部联合县电视台& 开办了

)平安商水*栏目&并于
22

月
24

日举

行了隆重的开播仪式( 县委副书记#

政法委书记李德来出席开播仪式并

讲话& 寄语栏目组牢固树立政治意

识#精品意识和责任意识&真正把)平

安商水*栏目打造成在周口乃至全省

有一定影响力的法治和信访类电视

节目(

李德来说& 开办 )平安商水*栏

目&目的就是宣传法律法规&用身边

事教育引导身边人&不断提升法治意

识&推进法治进程( )平安商水*栏目

的开播&一方面可以让全县人民群众

更好地了解掌握商水县平安建设和

信访工作的开展情况,另一方面可以

更好地监督政法部门依法办事&督促

各单位及时妥善解决群众合理诉求&

提升平安建设和信访工作的公信力&

切实架起一座密切干群关系的桥梁&

从而不断推进商水平安建设和信访

工作的深入开展(

开播仪式由县委群众工作部部

长#县信访局局长#县调解中心主任

朱怀仁主持( !舒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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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岳建辉
: 22

月
;

日&

商水召开基层四项基础制度建设工作现

场会(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张森出席会议

并作重要讲话(

张森指出& 各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基

层四项基础制度建设& 有序推进相关工

作&确保取得显著成效(主要呈现出四个

特点-一是阵地建设有效加强,二是示范

点建设初见成效, 三是活动载体稳步推

进,四是宣传动员全面展开(

张森要求&各乡镇!场#办#集聚区"

要查找不足& 客观分析商水基层四项基

础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 突出抓好队伍

建设#阵地建设#示范点建设等工作( 要

不断强化领导责任#基础保障#督导考评

和基层党建&抓住关键&切实把基层四项

基础制度建设落到实处(要严格按照'三

严三实%的相关要求&把商水基层四项基

础制度建设工作推上一个新台阶(

会前& 与会人员先后到城关乡群众

服务中心#大刘村#吴楼村#大井村以及

汤庄乡娄冲村#訾庄村#汤庄村等地进行

实地观摩&详细了解各观摩点基层四项

基础制度建设好的做法和好的经验 (

!!!!!!

本报讯
22

月
4

日& 县人大召开会

议& 组织机关全体党员干部学习新修订

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县人大主任杨继

鲁参加学习(

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印发 )中

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的通知&集中学习了)准

则*和)条例*全文&并进行了深入讨论(

杨继鲁指出&)准则*和)条例*充分

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 实现了依

规治党和依德治党的有机统一& 为广大

党员树立了新标杆#立了新规矩(县人大

机关全体党员干部要加强对 )准则*和

)条例*的学习 &做到内化于心 #外化于

行&廉洁从政#依法行权&自觉做守纪律#

讲规矩的模范(

!白杨"

#平安商水$栏目开播

县人大组织学习#准则$#条例$

!!!!!!

近日#平店乡组织医疗专家为五保老人和奖扶老人开展免费健康体检$

记者岳建辉 通讯员赵永昌 摄

商水召开基层四项基础
制度建设工作现场会

!!!!!!

本报讯
22

月
2;

日上午&商水县

举行了以'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

为主题的中小学生演讲比赛(

此次演讲比赛分为小学组#初中

组两个比赛小组(经过初赛&小学组#

初中组各有
<

名参赛选手脱颖而出&

进入决赛(

比赛中& 参赛选手们紧紧围绕

'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这一主题&

结合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用充满感情

的语言讲述了有关'三爱%的人和事&

抒发了对学习# 劳动和祖国的热爱&

充分展现了商水县中小学生积极向

上的精神风貌(

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县直二

小的胡诗涵和实验中学的郭舒月分

别获得小学组和初中组一等奖(

!张燕文 戚富岗"

!!!!!!

本报讯 按照县委 # 县政府的统一

部署和安排 &近日 &县委统战部选派两

名同志到产业集聚区马口行政村 #郝

岗乡郝外行政村担任 '第一书记 %&抓

党建 # 促脱贫 & 扎实开展驻村帮扶工

作(

认真撰写日志记录( 两名'第一书

记% 认真撰写驻村工作日志 #'四议两

公开 %工作法记录簿 #周二 '村务日 %工

作日志 #便民服务工作日志等 &对驻村

工作情况 # 存在问题和感悟体会进行

分类同步记录&以备日后查询(

细心绘制 '五图%( 两名 '第一书

记 %在深入走访调研的基础上 &充分了

解掌握所驻村村情 & 并详细绘制 '两

委 %班子结构图 #党员队伍状况图 #经

济发展现状图 #基础设施平面图 #贫困

家庭分布图等村情 '五图 %&为下一步

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详细调查民情( 两名 '第一书记%

对所驻村基本情况 #存在问题 #发展优

势等进行调研 &做到心中有数 #知根知

底 &并形成村情民情报告 &以便于有针

对性地制定帮扶措施&实施精准扶贫(

科学制订方案(两名'第一书记%根

据所驻村的不同特点 &找准优势 &科学

制订产业发展#村庄建设#项目引进#扶

贫济困规划(

细致建立台账( 两名 '第一书记%

分别把工作目标和中长期发展规划列

入工作台账 &实行台账式管理 &注明既

定目标 #工作措施 #完成时限等内容 &

做到一事一记 &完成一个目标 #整理一

份台账&确保条分缕析(

据了解&县委统战部认真贯彻落实

'干部当先锋 #单位做后盾 %的要求 &强

化组织领导 &落实帮包责任 &有效整合

资源 &同心同向发力 &确保驻村帮扶工

作有序推进(

!董珍"

扎 实 开 展
驻村帮扶工作

县委统战部

!!!!!!

本报讯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结

束后& 练集镇党委和政府及时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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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镇一负责人指出& 要准确把

握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实质 &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要

求和部署上来&提高认识&增强责任

感和使命感(

就如何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 该镇制

定出台了具体的意见和措施( 每周

拿出两天时间& 组织全镇党员干部

进行集中学习& 并把学习和当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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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按照上级党委的要求&保增长#稳态

势&决战第四季度&确保全面完成今

年的各项目标任务, 要总结 '十二

五%工作成绩&制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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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要做好当前的

信访稳定 #社会巡逻 #平安建设 #项

目建设 #卫生和计划生育 #党建 #统

战等各项工作& 推动全镇各项工作

又好又快发展( !闫志凯"

!!!!!!

本报讯 为了深入推进基层四项基

础制度建设&近日&固墙镇多措并举&大

力推行周二'村务日%活动(

该镇成立了由党委书记任组长#党

委副书记任副组长的领导小组& 各行政

村成立了'村务日%党支部工作小组
=

确

保活动开展不走形式#不走过场&力求实

效(印发了)关于深入推进基层四项基础

制度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在全镇农

村推行周二'村务日%活动的通知*等文

件&组织各村'两委%干部认真学习(组织

召开村党员代表#群众代表大会&对周二

'村务日%活动进行全面讲解&让党员群

众深入领会活动精神(

该镇所有包村干部每逢周二全部深

入到各行政村&参加所包村的'村务日%

活动&集中处理群众反映的各种问题(同

时还要做好会议记录&拍摄'村务日%活

动现场视频和照片&上传至镇政府邮箱&

打印存档&以备日后检查验收(

'村务日%期间&该镇党委书记#镇长

亲自带队深入到各村& 对活动开展情况

进行督导检查&并把周二'村务日%活动

开展情况纳入目标管理&进行单独考核(

对开展较好的村进行通报表扬& 年底目

标考核时予以加分, 对开展较差的村进

行通报批评&年底目标考核时予以扣分(

同时&考核结果还要与行政村经费挂钩&

确保周二'村务日%活动扎实有效开展(

!固政办"

!!!!!!

本报讯 近日& 化河乡谢楼小学

大门上方新安装了一个
>?@

显示

屏& 屏幕上滚动播放的 )弟子规*#

)校外安全须知 *等内容 &让前来接

送孩子的家长感到耳目一新# 受益

匪浅( 据悉&该显示屏是由谢楼行政

村党支部书记谢海涛捐资购买的(

3#23

年
8

月& 谢海涛被推选为

谢楼行政村党支部书记& 兼任村关

工委主任( 上任以来&谢海涛十分重

视教育事业的发展( 每年教师节&他

都会到谢楼小学看望慰问一线教

师 &并从村 '两委 %办公经费中拿出

部分资金&奖励优秀教师( 平日里&

他经常到谢楼小学开展走访座谈 &

了解学校情况& 力所能及地为学校

排忧解难(

前段日子& 谢海涛到谢楼小学

走访时得知了学校想在大门口安装

一个
>?@

显示屏的想法& 便慷慨解

囊&捐资
2###

元&帮助学校圆了这个

梦( 校方也不负谢海涛的一片爱心&

最大程度地发挥了
>?@

显示屏的育

人功能 &全天候滚动播放 )弟子规 *

国学教育#)校外安全须知* 社会教

育#)监护人育儿一二三* 家庭教育

等内容& 吸引了众多家长和行人驻

足观看& 营造了关心下一代健康成

长的良好社会氛围(

!张长河 倪全义"

!!!!!!

昨日#在商水县
22#'A

谷平线施工现场#电力工人们正在紧张施工$据了解#为了

确保工程早日竣工通电#电力工人们抢抓进度%大干快干$

刘飞 魏红 摄

商水举行中小学生!三爱"主题演讲比赛

练集镇掀起学习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热潮

谢海涛%捐资助教献爱心

固墙镇推行周二!村务日"活动

本 报 驻 商 水 记 者 站

欢 迎 提 供 新 闻 线 索

热 线 !

!%"&###$'&(

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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