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察团在睢县万宝电器公司考察

淮阳县党政考察团
赴睢县民权考察

千年古庙会
今春又相约

记者 侯俊豫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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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淮阳庙会已走过半月有余" 期间!

每天四面八方的游客涌向淮阳!拜先祖#逛庙会#

赏民俗#看$非遗%展演#品风味小吃!人海如潮成

为古城别样的风景" 在人们心中!淮阳庙会已成

为一道特色浓郁的民俗文化盛宴"

广西藤县狮舞

淮阳县被市政府表彰为
安全生产工作先进县

!!!!!!!

本报讯 近日! 在全市召开的安全

生产工作会议上! 淮阳县受到市政府的

表彰!获得"

"#$%

年度安全生产工作先进

县#$ 这已是该县连续三年荣获此荣$

"#$%

年以来!淮阳县按照省%市政府

对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强化领导!

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精心组织!全面排查

安全生产隐患&管打并举!巩固烟花爆竹

领域治理成果&强化监管!开展查尽责%

除隐患%保安全等活动&形式多样!进行

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结合实际!组织

应急救援演练&注重实效!强化安全生产

工作督导$ 通过采取行之有效的监管措

施! 全年没有发生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

故!烟花爆竹领域%危险化学品等重点行

业实现了"零事故!零伤亡'!各项安全生

产指标均在市安委会控制指标之内!取

得了显著成绩!实现了安全发展!确保了

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高明 张波'

陈氏太极拳大师
陈正雷淮阳寻根

!!!!!!

本报讯 近日! 陈氏太极拳第十一

代传人陈正雷一行到淮阳寻根谒祖!追

念太昊伏羲氏!探寻太极之源$后拜祭陈

姓始祖陈胡公!并在淮阳进行考察!对在

淮阳发扬光大太极文化兴趣十足$

陈正雷!男!

$&'&

年生!焦作市温县

陈家沟人$ 他是陈家沟陈氏十九世!太

极拳第十一代传人$ 八岁练习家传太极

拳术%刀%枪%剑%棍等器械及推手$ 他言

传身教 !把继承家传技艺 !发扬光大太

极文化作为终生追求的奋斗目标$ 他的

理论研究成果丰硕! 有多篇论文发表于

全国各大武术杂志!主要著作有(十段功

法论) (陈氏太极拳械汇宗)!广泛发行于

国内外$ 在
$&&'

年第三届国际太极拳年

会上! 他被评为太极拳大师&

$&&%

年!他

被国家体委命名为 *全国十大武术名

师'!成为集太极之大成的一代宗师$

为进一步弘扬光大太极文化! 近日!

陈正雷专程到太昊陵拜谒太极文化始祖

太昊伏羲氏$ 他被太昊陵博大精深的历史

文化所震撼$之后!陈正雷到陈胡公陵虔诚

拜祭陈姓始祖陈胡公$

在龙湖东岸考察中!陈正雷萌生了

在此创办太极文化馆的想法$ 他说!伏

羲定都宛丘!葬于太昊陵$ 龙湖东岸是

伏羲创立太极八卦的重地!在这里创办

太极馆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不仅可以大

力弘扬伏羲文化!也能给淮阳这个长寿

之乡带来新的元素符号$ &王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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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宣传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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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消

费者权益日在润德广场举行!县领导王

毅%耿党恩%党魁参观指导$

县工商%地税等单位一大早就在宣

传现场设立咨询服务台%投诉台!现场

接受群众咨询与投诉!讲解(新消法)及

如何识别假冒伪劣商品等知识$

县长王毅要求! 各职能部门和消费

者协会要以这次宣传活动为契机! 充分

认识新形势下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重

要性和紧迫性! 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积

极参与!共同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要认

真履行监管职责!进一步加大监管力度!

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努

力打造诚信淮阳$ 各生产经营企业要切实

承担起(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义务

和有关社会责任!诚信经营!守法经营!为

企业的长远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广大消费

者要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积极参与社会监

督!形成良好消费习惯!在全社会掀起文

明%节约%绿色%低碳的消费新风$

整个活动现场气氛热烈! 充分调动了

有关职能部门及社会各界共同关心%支

持%参与消费者权益保护事业的积极性!

为营造健康%有序%安全%放心的消费环

境打下了良好基础$ &苏雪松'

马明超王毅分别带队观摩乡镇项目建设

!!!!!!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豆文

灵 苏雪松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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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县委书记

马明超% 县长王毅分别带队实地观摩各

乡镇重点项目建设情况$ 副县级以上领

导干部!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县直

有关委局负责人参加了观摩$

在对各乡镇观摩中!马明超%王毅分

南北两线带队观摩$ 南线观摩组先后到

王店%新站%朱集%鲁台%刘振屯%大连等

乡镇!观看了新陆春天生态园%正源生态

养殖专业合作社%中泰鞋材制品厂%亿鹏

秸秆生物质能源公司%源广轴承公司%乐

达植保科技公司% 强威种植合作社瓜果

种植基地%乔布斯服饰公司%源森木业公

司%紫荆台%豫华原门业公司等项目建设

情况$ 北线观摩组先后到白楼%安岭%临

蔡%黄集%四通%曹河%齐老等乡镇!观看

了淮阳共赢汽车销售服务项目%于庄*美

丽乡村'%凤华养殖场%龙泉社区%周口万

德生物肥有限公司%通和纺织有限公司%

河南瑞鑫供港蔬菜生产基地% 永远木业

有限公司% 禾祥农牧有限公司等项目建

设情况$ 每到一处!他们都走进现场!详

细了解建设运营情况! 指出遏制发展的

瓶颈问题!提出改进建议!并与干部群众

亲切交谈$ 在各乡镇观摩时!观摩团还现

场听取了乡镇负责人工作汇报$

观摩结束后! 马明超主持召开了项

目观摩点评会$ 马明超指出!通过对全县

各乡镇的集中观摩! 无论是在项目组织

形式上!还是产品生产质量上!都充分体

现了中央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较往年有进步%有亮

点$在当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形势

下!有些乡镇自发利用自身优势!顺利地

实现了企业的转型升级$

马明超就各乡镇推进项目建设提

出要求!一是持续做好土地流转$ 按照

我们出台的政策! 做好引导% 协调!适

度%有序地开展土地流转$ 二是发展循

环经济$ 特别是搞生猪养殖!要配套建

设沼气池!对粪便进行无害化处理$ 三

是多搞近农产业的深加工项目$ 四是发

展外向型经济等$

王毅对乡镇发展经济提出要求!一是

紧抓项目不放松$ 项目既能增加税收!发

展经济!还能解决一批群众就业!带来较

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二是内引外联

不懈怠$鼓励激发当地小企业和在外成功

人士!运用其资金%先进技术%人脉等优势

开展招商$ 三是搞好服务不缺位$ 在政策

落实%土地流转%金融资金%技术指导%市

场开拓%劳力组织上搞好服务!为项目持

续发展壮大提供不竭动力$四是因地制宜

不攀比$ 因区位优势不同!各个乡镇产业

定位不同!上项目多少!也会出现不平衡

现象! 各乡镇既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

又不要妄自菲薄! 找到适合本地发展项

目!提升项目质量和层次!确保项目建设

迈上新台阶$

南阳市政协考察组莅淮
考察基层政协组织建设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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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南阳市政协副主

席庹军一行人到淮阳考察基层政协组织建

设工作$市政协副主席刘振亚!县政协主席

苏中林%副主席李守运陪同考察$

庹军一行首先到县政协白楼联络组

调研!仔细查看相关资料$庹军对联络组

在群众服务大厅设立政协委员岗! 开展

民主监督%广泛收集社情民意%化解社会

矛盾的做法给予赞赏$ 随后! 在座谈会

上! 苏中林向考察组重点介绍了县政协

基层联络组组织建设做法和取得的成

效$

庹军认为!在淮阳考察很受启发!收

获颇多$一是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政协

工作$县委经常听取政协工作汇报!研究

解决存在问题! 把政协工作纳入全局工

作来部署$二是县政协善于创新$县政协

能够及时学习政策! 研究政策! 抓住机

遇!解放思想!创新理念$ 在乡镇建立政

协基层联络组就是淮阳政协的创新$ 三

是善于研究探索$ 淮阳政协按照上级精

神!结合实际!针对政协工作的薄弱环节

和不足!找政策%明方向%指路子!实现了

目标%过程%结果三者有机结合$ 四是求

实问效$积极拓展民主监督渠道!创新民

主监督*二三四'工作法!认真开展政协

委员*五带头'活动等!有效解决了政协

组织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 五是

积极作为$ 县委%县政府%县政协班子成

员带头领衔督办重点提案% 建立政协工

作考核体系! 在政协全会表彰先进等措

施!使政协工作实现了由虚到实%由分散

到集中$六是方法科学$淮阳县政协在抓

机关建设上有思路!实现了政协文化%精

神文明%廉政建设三者有机统一!激发了

干部职工爱岗敬业的激情和热情! 政协

机关呈现出生机勃勃% 欣欣向荣的工作

局面$ &李哲'

河北吴桥杂技

!

重庆川江号子

马明超带队在鲁台观摩乔布斯服饰公司生产情况
!!!!!!!!

王毅带队在黄集观摩龙泉社区建设情况

河南京剧大闹天宫

!!!!!!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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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节!处处花红柳绿!生机盎然$

8

月
"8

日!县委书记马明超%县长王毅带领四个

班子考察团近百人!先后赴商丘睢县%民

权县两地考察学习工业发展% 项目建设

和城市管理等方面的先进经验$

入园区%看项目!进车间%学经验..

考察团一行先后深入睢县制鞋产业

园 %电子科技产业园 !民权县澳柯玛制

冷产业园 %万宝电器公司 %海泰鞋业公

司% 庄子文化馆等地进行实地参观考

察$

一路上!考察团听介绍%看成果%找

差距!切身感受到两个城市在建设管理%

招商引资% 重点项目建设等方面取得的

成绩!全面了解他们在城市建设管理%产

业集聚区发展等多方面工作的思路%举

措和成效!学习了较多先进经验!进一步

解放了思想!开阔了视野!坚定了建设美

丽淮阳的信心和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