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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阳县创建国家卫生
城市通过省级评估
!!!!!!

本报讯
2

月
3-

日下午! 在淮阳县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省级技术评估反馈

会上!专家组经过讨论!同意淮阳县通

过国家卫生城市创建省级技术评估"

县领导王毅# 岳新坦# 苏中林#刘

涛#谢留定#冯涛#耿党恩#党魁等出席

反馈会" 县长王毅介绍了创卫工作"

专家组指出!淮阳县自提出创建国

家卫生城市以来!不断加大创卫工作力

度!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市

民素质#强化城市管理#为市民营造良

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等方面做了大量

卓有成效的工作!城市总体水平显著提

高!市容市貌不断变化" 全县创卫工作

呈现出党政领导高度重视!创卫组织保

障有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市容管理

实现了新跨越! 环境保护工作亮点突

出!疾病预防控制扎实有效"

专家组建议!下一阶段!要持续发

力!建立创卫长效机制!进行常态化管

理" 要开展更大声势的宣传!形成人人

知晓创卫#人人关心创卫#人人参与创

卫的局面" 要加快在建工程项目建设

进度!做好精细化管理!有针对性地整

改薄弱环节" 全面抓好整改落实!找准

着力点!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问题整

改!圆满完成创国卫目标"

在听取情况反馈后!县长王毅说!

专家组既充分肯定了创卫工作取得的

成绩!也指出了创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和薄弱环节!提出了很好的指导性意见

和建议!进一步增强了淮阳创建国家卫

生城市的信心和底气"

王毅表示! 针对专家组提出的问

题!将迅速开展排查!突出检查硬件设

施#环境卫生#市场秩序和宣传普及等

方面的工作" 列出问题清单!再次开展

拉网式#无缝隙排查!确保无死角#无盲

点#全覆盖"要迅速制定整改方案!深入

开展专项整治!确保整改落地有声" 要

完善工作机制!针对评估#排查中发展

的问题! 迅速建立和完善包联包保机

制#整体联动机制#多元化投入机制#跟

踪督察机制" 要层层压实责任!把工作

压力传达到基层! 传达到具体责任人"

要强化工作考核!强化问责追责" 要以

这次检查考评为新的起点!进一步加大

创卫力度!以决战决胜的勇气!打赢创

卫攻坚战"

会上! 专家组还从爱国卫生组织管

理#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市容环境卫

生#环境保护#重点场所公共卫生及饮用

水安全# 食品安全# 公共卫生与医疗服

务# 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等方面指出了创

卫工作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具体建议"

当天上午! 省考核组专家们采取

$听#看#查%等方式对创卫工作开展现

场考核!进行技术评估" !闫俊岭"

马明超调研乡镇秸秆禁烧工作

!!!!!!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闫俊

岭 程文鹏' 进入秋收以来!县委书记马

明超先后数日深入齐老#黄集#大连#刘

振屯等
-$

多个乡镇田间察看秋季秸秆

禁烧工作! 详细听取各乡镇秸秆禁烧工

作汇报! 看望慰问坚守一线防火的干部

群众" 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冯涛陪同调

研"

2

月
-4

日!马明超一行先后到郑集

乡#曹河乡#齐老乡察看秸秆禁烧工作!

了解乡镇秸秆禁烧工作的宣传动员#指

挥棚搭建#灭火工具准备#值班人员值班

安排等情况"

2

月
-5

日是中秋节!马明超放弃休

息时间!先后到临蔡#四通#黄集#葛店#

大连等乡镇! 深入田间地头实地察看秸

秆禁烧及综合利用等方面情况"

2

月
3$

日! 马明超又深入新站镇#

豆门乡#鲁台镇#冯塘乡#刘振屯乡田间

地头实地察看秋季秸秆禁烧工作"

每到一处! 马明超都深入到田间地

头#秸秆禁烧指挥棚!听取各乡镇秸秆禁

烧工作汇报!与农户亲切交谈!详细了解

秋作物收成情况#收割进度#秸秆清运和

粉碎还田等"

在调研过程中! 马明超对各乡镇领

导带班昼夜值勤#严防死守!取得的阶段

性成果给予肯定"马明超指出!秸秆禁烧

工作开展以来!各乡镇积极主动!各项措

施实施到位!禁烧条幅随处可见!禁烧宣

传氛围浓厚"

马明超强调! 眼下秸秆禁烧工作进

入关键时期!各乡镇要做好持续决战
%$

天的思想准备" 上级要求秋季秸秆禁烧

工作到
--

月
5

日结束!战线较长!任务

很重!稍有疏忽大意!就会造成禁烧工作

虎头蛇尾!前功尽弃" 要坚定信心#持有

恒心!克服厌战情绪!振奋精神!扎实做

好基层干部群众的思想教育引导工作!

深入持久地做好值班执勤工作" 秸秆禁

烧工作既要做到以防为主!以治为辅!又

要抓深#抓细#抓好" 各乡镇重点解决好

村边#地边#路边#沟边等重点区域堆积

秸秆问题! 解决好大型机械需求保证问

题! 解决好困难户# 孤寡老人帮扶问题

等"目前已进入秸秆禁烧的攻坚时期!要

始终坚持领导带头! 夯实镇村两级干部

责任!细化分工!科学合理的安排值班!

无微不至地做好后勤保障" 县涉农部门

要深入基层一线加强调研! 全面掌握基

层实情#群众呼声!积极协同乡镇做好机

械调配!秸秆还田#综合利用工作!使全

县上下一条心#拧成一股绳!全面打赢秋

季秸秆禁烧攻坚战"

王毅到乡镇督导秸秆禁烧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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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

日! 县长王毅深入到

部分乡镇田间地头督导秋季秸秆禁烧工

作!副县长薛燕和县政府办#农业局#环

保局#气象局等单位负责人陪同检查"

王毅一行先后到王店#新站#朱集#

鲁台#冯塘#刘振屯#大连等乡镇田间地

头! 详细听取乡镇负责人关于秸秆禁烧

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

王毅指出!眼下!秋收即将结束!秋

种就要开始! 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加大

秸秆禁烧工作力度! 提高秸秆综合利用

率"要突出重点!明确分工!对关键时段#

薄弱环节加大督查力度! 凡发现有焚烧

秸秆的!要及时制止!及时上报" 各乡镇

要加大宣传力度! 采取多种群众喜闻乐

见的形式!广角度#多层次宣传有关秸秆

禁烧的政策规定! 努力提升广大群众秸

秆禁烧意识! 营造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

的浓厚社会氛围"

王毅强调! 各乡镇要加快重点区域#

重点乡村# 重点地块积存秸秆的清理力

度!明确专人负责!重点监控"要强化服务

意识!积极引导群众探索秸秆综合利用的

好途径#好办法!继续大力推广秸秆还田

的做法 ! 确保全县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

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苏雪松 "

苏中林检查黄集乡
秸秆禁烧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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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

日上午! 县人大

常委会党组书记苏中林到黄集乡检查

指导秋季秸秆禁烧与综合利用工作"

苏中林先后到该乡前家# 池庄#大

李#崔楼等行政村实地察看!在田间地

头和干部群众交谈!深入了解秋季秸秆

禁烧与综合利用情况"

苏中林指出! 全县动员会以来!黄

集乡通过户外广告#悬挂条幅#发放宣

传单车等多种方式开展宣传!禁烧意识

深入人心(充分发挥老党员#老干部等

人员的作用!乡#村#组干部全力投入!

秋季秸秆禁烧与综合利用工作取得了

阶段性成果"

苏中林要求!要高度重视秋季秸秆

禁烧与综合利用!坚守岗位!连续作战!

确保圆满完成任务"要关心战斗在一线

的广大干部生活!让他们安心工作" 要

认真总结经验!及时查找问题!把问题

解决在萌芽状态" 要建立应急机制!做

到快速反应!快速处置" 要根据时间节

点突出重点!认真做好收割#清运#处理

等各个环节的工作! 不留任何隐患!高

标准完成秋季秸秆禁烧任务"!付中阳"

县政协围绕!精准扶贫"协商议政
!!!!!!

本报讯
2

月
2

日!县政协召开$精

准扶贫%专题协商座谈会!围绕精准扶贫

工作建言献策" 县政协党组书记马自成

出席#副县长殷雪明#县政协副主席李守

运出席会议"

会上!县政协委员#社会代表分别从

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就如何开展好精准

扶贫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马自成指出!一要认清形势!明确任

务"扶贫工作是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全县

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增强精准扶贫工作的

责任感#紧迫感!把扶贫工作当做当前的

政治工作和重点工作来抓! 继续研究探

索路子!扎实推进精准扶贫"二要提升扶

贫工作的精准度" 按照$六个精准%的要

求!对号入座#查漏补缺" 结合贫困户的

致贫原因!因户施策#因人而宜" 树立扶

贫先$扶智%#精神先脱贫的理念!增强造

血功能" 三要发挥政协委员在扶贫工作

中的积极作用" 县政协要紧紧围绕三大

职能!充分发挥好$鼓%$呼%$议%的作用"

围绕县委# 县政府落实扶贫政策的力度

和决心!围绕扶贫经验的创造和效果!充

分发挥政协$鼓 %的作用 !鼓勇气 #鼓士

气#鼓干劲"立足党中央扶贫政策的根本

要求!立足全县扶贫工作的阶段目标!立

足广大贫困群众的根本愿望! 立足政协

委员的主体作用!充分发挥政协$呼%的

作用!呼出好声音#呼出正能量#呼出民

情民意"按照县委中心工作的要求!充分

发挥政协$议%的作用!多议群众所思#多

议良策良法#多提好的建议"

!李哲"

淮阳县举办基层干部廉政建设培训班
!!!!!!

本报讯
2

月
2

日!县纪委举办全县

基层党员干部党风廉政建设专题培训

班"各乡镇纪委书记#副书记和各行政村

支部书记(县直各单位纪检组长&纪委书

记'#监察室主任(县纪委监察局全体人

员!共计
!$$

余人参加了培训"

市委党校高鹏教授为大家作题为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争做合格基层干

部*的讲座" 高教授从认清形势#找准定

位! 全面把握加强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党

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 紧迫性( 深刻领

会#融通实践!全面把握)准则*#)条例*#

)规定*的核心要义和精神实质(坚守信

仰#强化意识!全面提升农村基层党员干

部的政治定力和干事创业的能力等
4

个

方面作了深刻阐述" 通过运用大量的鲜

活事例#权威数据#幽默语言!深刻阐述

了新形势下做好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路

径和举措" 通过培训
6

与会人员对基层党

员干部党风廉政建设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和理解
6

对今后工作具有重要的教育和

指导作用"

会后!参会人员纷纷表示!此次培训

非常及时#必要!深受教育启发!在今后

的工作中!将进一步加强学习和思考!坚

守理想信念#严守党规党纪!强化服务意

识!从严要求自己!依规依法办事!争做

合格基层干部! 为全县社会经济发展作

贡献"

!于志明 彭宝耀"

淮阳县至善社工
服务中心成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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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

日上午! 淮阳县

至善社工服务中心第一届一次会议暨

成立大会召开" 会议表决通过了)淮阳

县至善社工服务中心章程*! 选举产生

了服务中心常务理事会!理事长#副理

事长#秘书长!监事会成员"

至善社工服务中心是依法登记成

立的首家以民办非企业形式注册登记

的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在周口市是

首家"该机构的成立实现了淮阳县社会

工作服务机构$零%突破!标志着淮阳县

社会工作在职业化和专业化建设方面

迈出了重要一步"

县至善社工服务中心拥有
3

名中

级社会工作师#

7

名初级社会工作师 !

义工#志愿者
7$

余人" 该中心本着$赠

人玫瑰 #手留余香 #至爱大道 #善行天

下%的宗旨!致力于$以人为本#助人自

助(立足社会!发展专业(服务民生!促

进和谐%!重点为孤儿#留守儿童#鳏寡

孤独老人等特定对象提供个性服务!为

城乡居民个人#家庭&单位'和社会提供

社会工作咨询#培训等各类专业社会服

务" !朱智慧 陈振斌"

大
连
乡
积
极
备
战
秸
秆
禁
烧

!!!!!!

!!!!!!!

本报讯 $三秋%生产

以来!大连乡早筹划#早准

备 #早行动 !积极备战 #主

动出击!在思想上#行动上

做足准备! 坚决打赢秋季

秸秆禁烧攻坚战"

强化组织领导" 成立由

党委书记任政委# 乡长任指

挥长的秸秆禁烧指挥部!切

实加强对 $三秋% 秸秆禁烧

工作的领导"召开动员大会"

乡政府与
43

个行政村签订

了目标责任书! 实行班子成

员包片!乡干部包村#村干部

包地块责任制! 逐村组逐地

块分包到人!不留死角"

强化宣传造势" 早筹

划 #早准备 #早行动 !全面

开展宣传教育! 做到张贴

标语宣传无死角# 流动车

辆宣传无缝隙# 卡点值守

宣传无断岗" 已出动宣传

车辆
3$$

多辆次! 悬挂过

街联
5$$

余幅! 张贴红纸

标语
4$$$

多张

强化防控手段" 全乡

43

个行政村每村高标准搭

建一个不少于
%$

平方米

的指挥棚! 所有指挥棚接

通电源!配备高音大喇叭!

并高标准安装
43

个专业

警灯" 指挥棚布置一台旋

耕机及
3$

把铁锨等灭火

工具!机耕手随时待命!保

证了人人有工具# 时时能

灭火"

强化责任落实" 持续

深化网格化管理! 严格落

实班子成员包片# 乡干部

包村# 村干部包地块的责

任制!所有地块必须分包到户到人!并在

地块上设立责任公示牌" 把禁烧责任分

解落实到田间地头#落实到户!从而建立

起禁烧工作的联动体系!确保一抓到底!

抓出成效" !杨院伟"

!!!!!!

郑合高铁淮阳段征地工作启动后#该县及时成立了高铁项目指挥部$ 曹河乡

境内
5.5!

公里的先期开工段于
5

月
-$

日完成征地任务# 施工方已完成桩基
!82

根%承台
5-

座%墩身
7-

座$ 目前#后期新站%朱集%豆门%鲁台
7

个乡镇总长
3%.3

公

里的施工线上#

!%%

亩永久性用地上附属物拆迁完成#

84!

亩临时用地上也已全部

完成清表工作#占地
3%$

余亩的拌合站和梁场建设已经完工#这些为即将迎来的

高铁建设夯实了基础$ 郑伟 摄

谢留定督查卫生城创建工作
!!!!!!

本报讯
2

月
-8

日!县委常委#宣传

部长谢留定带领创建办 #卫计委 #教体

局# 产业集聚区管委会等单位负责人!

到相关学校#医院#社区#企业督查创建

卫生县城健康教育方面迎检的准备情

况"

谢留定一行认真按照创建细则要求

逐项查验!对发现的问题现场指出!并要

求相关责任人立即整改"

谢留定要求! 各单位要深刻认识创

建卫生县城的重要意义! 把创建工作当

成当前的主要工作来抓! 全力以赴搞创

建" 要注重细节!按照细则要求!逐条分

解!逐步实施!以精细的准备工作迎接检

查验收"要有时间观念!检查验收迫在眉

睫!各单位要按照时间节点!创造性的开

展工作!务求以完美的表现迎检"

谢留定强调!各相关单位要认真研

究督查人员反馈的问题和提出的意见!

抓紧时间整改落实要加强部门协调!整

改问题#落实意见" 创建工作涉及到的

各单位要精诚合作 !众志成城 !为创建

工作作出应有贡献" 要明确责任#严明

纪律 !明确各自责任 !严格执行问责制

度 !党员干部要有主人翁的思想 !全力

做好创建工作!共建美好淮阳"

!程文鹏"

一个个桩基拔地而起

郑合高铁淮阳站完成清表工作

马明超在四通镇田间察看秋季秸秆禁烧工作

王毅到朱集乡督导秸秆禁烧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