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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阳县委人大工作会议召开
!!!!!!

本报讯
//

月
05

日! 中共淮阳县委

人大工作会议召开" 会议主要是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四中#

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认真落实中共

中央转发的 $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

关于加强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的若干意

见%$中共河南省委关于加强全省县乡人

大工作和建设的实施意见%$中共周口市

委关于加强全市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的

实施意见%和省委#市委人大工作会议精

神!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全县县乡人大工

作和建设! 充分发挥基层国家权力机关

的重要作用! 提高全县人大工作整体水

平!推动人大制度和人大工作与时俱进#

完善发展"

县领导马明超#王毅#苏中林#马自

成#刘涛#谢留定#冯涛#王之梦#张文峰#

陈高峰#耿党恩#党魁等参加会议"

县委书记马明超指出! 党的十八大

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新形势下人

大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新

要求! 为我们做好地方人大工作提供了

思想指导和行动指导"多年来!淮阳县始

终把人大工作摆在重要位置! 各级党委

不断加强和改进对人大工作的领导!有

力支持和保证了人大依法履职" 全县各

级人大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

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履行宪法和

法律赋予的职责! 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和民主法治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县人

大及其常委会!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依

法履职!积极作为!监督工作成效明显!

代表作用充分发挥!自身建设不断加强!

为全县经济社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作出

了重要贡献"尤其是量化监督#人大代表

服务窗口等做法!在全省有影响!在全市

有地位!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徐

光对淮阳县设立人大代表服务窗口作出

专门批示! 白楼镇党委在市委人大工作

会议作典型发言! 成为全县人大工作的

亮点"

马明超指出! 加强人大工作与强化

党的领导是一致的! 县乡两级人大是基

层国家权力机关! 是国家政权的重要基

础"加强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是巩固党

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重要任务&是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重要内容& 是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

时俱进的必然要求&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 加快建设富裕和谐美丽新淮阳的有

力保障!我们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要

着眼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顺应形势发展

变化!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切实增强加

强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

马明超要求! 要准确把握加强县乡

人大工作和建设的原则要求既坚持党的

领导#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坚持依法治

县#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从实际出发!

要结合实际认真学习领会! 全面贯彻落

实" 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着力提高县

乡人大工作和建设整体水平! 要充分发

挥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能作用! 更好地

树立宪法和法律权威! 更好地拓展人民

当家作主的实现途径! 更好地推动各级

人大代表依法履职! 更好地加强基层国

家权力机关建设! 调动起方方面面积极

性!形成团结一心共建淮阳的强大合力"

具体做到!加强和改进监督工作&推进重

大事项决定科学化&做好选举任免工作!

更好发挥县乡两级人大代表作用"

马明超强调! 要加强领导! 狠抓落

实!确保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取得实效!

更加自觉地把县乡人大工作摆上重要位

置& 更加有效地推动县乡人大加强自身

建设& 更加积极地为县乡人大工作创造

良好条件" 努力形成全社会共同推动人

大工作# 支持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的良

好氛围"不断开创全县人大工作新局面!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富裕#和

谐#美丽淮阳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县长王毅主持会议"他要求!全县各

级各部门要迅速传达贯彻会议精神!突

出抓好工作落实" 要认真学习中央#省

委#市委文件精神!明确加强县乡人大工

作和建设的重要性! 结合实际认真学习

领会!全面贯彻落实" !苏雪松"

淮阳县召开旅游规划汇报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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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06

日!淮阳县旅游总

体规划汇报会召开"

县领导马明超#王毅#岳新坦#苏中

林#马自成#谢留定#段业林#李俊志等

出席会议!县文改委#旅游局等有关单

位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北京巅峰旅游规划设计院的

专家作了规划陈述&县长王毅等四大班

子领导及相关部门#乡镇负责人对规划

方案进行了讨论!提出了建议性的意见

和建议"

县委书记马明超在讲话时代表县

四大班子!向北京巅峰旅游规划设计院

的专家付出的努力表示衷心感谢"他指

出!该规划科学#准确!具有前瞻性!尤

其在交通动线组织上!较好地解决了太

昊陵旺季进不来#散不开#出不去的问

题!总体来看符合淮阳发展实际"

马明超强调!这次会议是淮阳旅游

总体规划编制工作的一次高规格征求

意见会" 大家对淮阳县旅游总体规划

设计方案给予了充分肯定! 并提出了

许多宝贵的建议" 各责任单位在宣传#

推介淮阳时! 要明确一个响亮的口号!

让游客记得牢#忘不掉&在规划旅游前

景时!要立足长远!搞好定位!原生态的

东西要以保护为主!适度开发!不可只

顾眼前利益!盲目追逐经济效益" 会后

请北京巅峰旅游规划设计院的专家认

真梳理!积极采纳合理建议!进一步修

改完善!使规划更贴近#符合淮阳发展

实际" !张晓黎"

马明超带队调研平安建设工作
!!!!!!

本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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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07

日晚!县委书记马

明超带领县领导岳新坦#冯涛#范闽杰#

严新爱#李凤丽等!冒着严寒!深入部分

乡镇调研平安建设"

马明超一行先后深入冯塘# 鲁台#

豆门#新站等乡镇派出所#村级警务室实

地察看!并深入农家走访调查!与群众亲

切交谈!详细了解群众的所想#所盼!询

问老百姓对平安建设意见和建议" 当了

解到群众对当前社会治安形势认可时!

马明超深感心慰"他表示!只要老百姓认

可!平安建设投入再多的人力#物力也是

值得的! 并要求在场有关人员下一步更

要坚定信心!按照预定方案!稳步推进"

在察看乡镇天网工程视频监控中心

时! 马明超详细了解辖区技防建设和运

行情况"他对完善天网工程建设!向科技

要警力的做法给予肯定! 对进一步完善

治安天网防控体系提出要求" 马明超指

出!建立治安天网防控体系!有利于震慑

犯罪!有利于老百姓安定生活"下一步要

在精准度#创新上狠下工夫!强力推进天

网工程全面实施和科学覆盖& 要切实加

强监控队伍建设! 不断提高监控员警情

判断能力!做到及早发现警情!及时打击

违法犯罪!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最大

限度地减少群众的损失"

在村治安巡逻点! 当了解到村干部

带领群众组建村巡防队! 坚持在村内义

务巡逻时!马明超对此表示赞许"认为人

防是综治工作中一个重要方面" 村干部

带头!整合社会巡防力量!确保百姓安居

乐业!这种做法值得总结推广"在村警务

室内!马明超通过察看工作记录#与警务

人员交谈!了解治安巡逻防范工作情况"

马明超强调! 村警务室民警工作在最基

层!与群众接触机会最多#联系最紧密"

作为一名基层民警! 要实实在在扑下身

子!切实把工作做细#做到家!用真心#真

情和广大群众融为一体#打成一片!为百

姓排忧解难!保一方平安"

就下一步做好平安建设工作!马明

超要求!各单位和乡镇负责人要从思想

上高度认识!从站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和党的建设的高度!充分认识抓好平安

创建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要充分认

识基层党委# 政府职能发挥好的作用!

全民动员#让群众参与 &公安机关作为

平安建设中一支主力军!不断提高街面

见警率 ! 增强震慑力和违法犯罪的预

防#发现#控制能力" 要加强队伍建设!

打造一支听党指挥 #政治坚定 #纪律严

明#能征善战的铁军 !为平安建设保驾

护航"

马明超强调! 平安建设工作要做好

三个结合! 动态巡逻与静态天网工程监

控相结合# 专职队伍与兼职队伍巡逻相

结合#网上与网下监控相结合!做到无缝

对接!实现全覆盖" 具体工作要真抓!科

学决策#周密部署!持之以恒抓出成效&

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领导带头!做好

表率!要深入一线解决实际问题!要相互

配合#支持!形成合力!强力推进工作开

展" !苏雪松"

王毅督查!两城一区"创建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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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0!

日!县长王毅带队

督查'两城一区(创建工作!县委常委#办

公室主任冯涛!县委常委#统战部长刘淑

杰!县政府办#创建办#住建局#卫计委#

城关镇相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督查"

王毅一行重点对县农贸市场# 养殖

场#住宅小区#主要街道等场所的治理和

整改情况进行了督查"

王毅要求!要精细查摆问题!时刻记

录巡察督导情况!通报评比!责任任务落

实到单位和个人! 发现问题要限期整改

落实!对于整改不到位的要曝光#批评"

要合理规划农贸市场!精细安排#细致服

务! 规劝商贩和居民到指定场所经营和

购买!杜绝沿街经营贩卖&要创造性的工

作!制定和出台社区管理)评比*办法!成

立业主委员会!建立长效机制!解决小区

环境卫生#物业管理等问题!服务好创建

工作!给人民群众创造安全卫生#健康适

宜的居住环境" 要科学合理规划城市道

路#绿化隔离带和人行道!解决道路两侧

生产#生活垃圾堆卸和道路积水问题!合

理利用每一寸土地!综合考虑路面硬化#

道路停车#绿化#休闲利民等多种因素!

为创建'两城一区(增彩!为全县人民谋

福" !程文鹏"

马明超冒雪送温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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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00

日!淮阳普降一场

瑞雪" 当天下午!县委书记马明超在县

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冯涛#副县长薛燕

和扶贫办负责同志陪同下! 带着县委#

县政府对特困户的深情厚意! 先后顶

风冒雪走访慰问了城关镇从庄的
8

个

贫困家庭"

马明超一行给
8

个贫困家庭送去

了棉被#大米#面#油及慰问金!并逐一

询问他们的家庭生活等情况! 鼓励他

们要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 克服困难!

相信生活会越来越好"

马明超叮嘱随从走访的镇村干部

和职能部门! 要切实把困难群众的安

危冷暖常挂心头! 深入了解他们的实

际情况!针对不同原因#不同类型的贫

困情况!采取不同的脱贫措施!对症下

药! 切实帮助困难群众解决好实际问

题"

马明超指出!各级相关部门要突出

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 在扶贫工作中!

要不断创新工作思路! 全方位制订帮

扶方案#帮扶措施#帮扶计划!实施精准

扶贫!不让一个贫困户掉队" !闫俊岭"

县政协常委会
听取县政府提案办理情况通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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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07

日!县政协十二届

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召开"会议学习

了十八届六中全会和省十次党代会精

神!听取了县政府对县政协十二届五次

会议提案办理情况的通报"县政协党组

书记马自成出席会议并讲话! 县委常

委#常务副县长刘涛代表县政府通报了

政协提案办理情况"

会议认为 !

0$/%

年县政协提案工

作!实现了立案#交办#回复等网络化办

公
/$$9

的目标! 呈现出重视足# 督办

实#效果好#影响大的特点!办理质量和

效果明显提高" 这些成效的取得是县

委# 县政府对提案工作高度重视的结

果! 是县政协提案工作机制创新的结

果!是各承办单位办理提案务实重干的

结果!是县委办#政府办#政协办#提案

委等强化督办的结果" 对提案办理工

作!县政协常委会是满意的!广大政协

委员是满意的!人民群众是满意的"

马自成强调!要把学习贯彻十八届

六中全会和省十次党代会精神与县政

协当前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一要务求实

效 !持续深入开展 '两学一做 (专题教

育&二要善始善终!全面完成今年的工

作任务&三要未雨绸缪!积极协助县委

做好县政协换届工作"

刘涛在通报政协提案办理情况时

指出!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各

承办单位高度重视!严密组织&强化履

职!严格措施&协商办理!务求实效!做

到了政协委员提案件件有回音!事事有

着落! 确保了提案办理的质量和实效"

目前 !

0/:

件政协提案已全部办复完

毕! 尤其是重点提案办结率明显提升!

取得了良好效果"

重点提案承办单位和政协委员代

表进行了发言!会议还评议了县直有关

单位民主监督工作开展情况"

0$

个重

点提案承办单位和
/!

位乡镇政协联络

组长列席会议"

!李哲"

%&后小伙照顾重症母亲感动乡邻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张立中

'女友分手了!可以再找&工作丢了!

可以再找"但妈只有一个!只要有一丝希

望!我就要好好伺候重症的妈妈(" 说这

话的是安岭镇庙西张村小伙李长顺" 在

庙西张村! 提起李长顺! 众乡亲啧啧称

赞" 他为照顾重症母亲!不顾女友分手!

辞掉高薪工作! 在家精心伺候重症母亲

的故事!被当地干群传为佳话"

李长顺!今年
0/

岁!父母都是农民"

小伙子勤奋能干!早在郑州某公司上班!

业绩突出!深得老板和同事们的赞许!也

博得了身边不少女孩子的青睐" 在公司

上班时! 与三门峡市一位家庭富裕的女

孩谈上了恋爱!进入了谈婚论嫁的阶段"

女孩是独生女! 其家庭要求小伙李长顺

能在郑州买套婚房"

正当李长顺和女友憧憬着未来美好

婚姻时! 天有不测风云! 去年
//

月
00

日!李长顺的母亲在去河北办事途中!所

乘车辆发生重大交通事故" 其母颈椎压

迫神经导致其胸部以下全部失去知觉"

上肢无法动弹! 又加上颈部插入吸管抽

痰!鼻孔输氧!不能说话!也不能进食!吃

饭只能靠胶管注入流食"

李长顺的母亲经在河北衡水一医院

手术! 重症室观察治疗了半个多月后转

入郑州骨科医院治疗" 两个多月!近
6$

多万元的高昂医疗费用! 让一家人如山

压顶"微薄的积蓄花光了!亲戚朋友该帮

的帮了!该借的也借了个遍"后续的医疗

费用实在没有着落"被迫无奈之下!家人

只好带着病人回到家乡淮阳护理"

面对突来的厄运!一家人愁眉不展"

女友父母听说小伙子家中出事! 买房没

了指望!又要辞掉工作!逼迫其女儿与长

顺分了手" 面对此景!李长顺对父亲#哥

哥说+'母亲治病需要不少钱! 更需要有

人精心照顾!你们出去挣钱!我辞工在家

照顾母亲" (毕竟长顺尚未结婚!工作不

错!失去可惜" 李长顺最终说服了父亲#

哥哥!自己挑起了照顾重症母亲的重担"

一日三餐!李长顺在母亲病床前!都

要把流食灌入吸管喂母亲" 一日七八次

要口对胶管为母亲吸痰!"还要给母亲擦

洗身子!照顾大小便!换洗垫布" 小伙子

还自学按摩技术!为母亲按摩身体"为照

顾好母亲! 小伙子还在病床前自制了护

理时间表!啥时间喂饭#喂药!啥时间按

摩等等!写得清清楚楚!一天时间排得满

满的" 就这样!日复一日!

;$

后小伙李长

顺已耐心伺候重症母亲
7$$

多天"

有心人天不负" 在李长顺的精心照

料下!躺病床近一年的母亲终于能坐了!

嘴巴也能吃些简单的食品"主治医生说!

这么重的病人能出现这么好的结果可说

是个奇迹! 多亏李长顺超乎常人的精心

伺候" 沉睡#失语数月的母亲!每次看到

孝顺的儿子守在病床前泪如雨下" 她开

口的第一句话+ 有你这样的儿子! 我值

了,母亲的病有了好转!李长顺却瘦了一

大圈"'无论我吃多少苦也要让母亲站起

来(!面对主治医生告诉他其母后半生将

难以站起的预言! 李长顺这个淮阳小伙

坚定地说+'女友分手了!可以再找&工作

丢了!可以再找" 但妈只有一个!只要妈

妈康复有一丝希望! 哪怕再瘦
0$

斤肉!

我也要好好伺候母亲! 让母亲康复站起

的奇迹发生" 因为妈妈只有一个" (

如今!李长顺仍昼夜守在病床前!用他

的耐心与孝心陪伴着母亲" 他等待着母

亲康复站起的奇迹发生! 我们也祈愿他

的孝心催生奇迹"

常言道+'久病床前无孝子("李长顺

用他的实际行动改写了这句俗语"

县纪委召开学习!三气"专题会
!!!!!!

本报讯
//

月
06

日! 县纪委召开

全体干部职工会议! 专题学习市委常

委#纪委书记王富兴在$中国纪检监察

报%发表的$保持正气锐气静气%署名文

章!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王之梦出席会

议"

会议指出!署名文章深刻阐释了纪

检监察干部应具有的牢记职责# 秉公

执纪的正气!敢于担当#开拓进取的锐

气!从容淡定#心境平和的静气 !委局

机关干部应准确把握 '三气 (的内涵 !

围绕如何按照'三气 (要求 !发挥好纪

检监察机关职能 !做忠诚 #干净 #担当

的纪检监察干部"

会议要求!委局机关全体人员要结

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认真研读署名

文章!全面理解文章的精神实质!做到

在思想上自觉认同#行动上紧跟#不断

加强自身建设" 要坚持不忘初心#继续

前进!自觉做到有正气 #有锐气 #有静

气!永葆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本色"

专题学习会结束后! 大家纷纷表

示
<

通过专题学习对理解$保持正气锐

气静气%有了更清晰 #更深刻的领会 !

今后的工作中! 将进一步找准职责定

位!强化责任担当 !做到学深悟透 #知

行合一! 以优良的工作成效检验学习

贯彻效果" !于志明"

淮阳创新机制提升民族事务管理水平
!!!!!!

本报讯 淮阳县突出'三个(创新!

不断提升社会管理水平!开创了'民族

和睦#宗教和顺#社会和谐(的新局面"

创新清真食品管理" 强化监管队伍

建设!成立了全市首家清真食品办公室!

对全县分片划区进行网格化管理! 落实

项目化管理#责任制考评#定期奖惩制度!

形成政府总管#民宗部门具体管#相关职

能部门配合管# 清真食品群众监督员协

助管的四管监督检查长效工作机制"

创新流动少数民族管理" 在车站等

外来人口集散地! 设立外来少数民族服

务站
=

个!落实'发放一张服务明白卡#

畅通一部服务电话# 明确一名信息联络

员#指引一处宗教活动场所"邀请少数民

族流出地治安部门派专人协作管理!为

流动少数民族经商人员专门规划少数民

族经营区! 每一个摊位明确一名信息联

络员!负责给他们提供服务#信息联络"

创新民族矛盾纠纷调处 '工作法"

坚持关口前移!对少数民族和信教群众

反映的民族宗教矛盾纠纷!各乡镇民族

矛盾纠纷调处中心按照 '定性分流#归

口办理(的原则!分别由'两办( )民宗

办#信访办*#'两所()司法所#派出所*

归口办理!即 '

0>0

(工作法 !切实解决

基层对民族工作不愿管#不敢管#不会

管#管不了的问题" '

0>0

(工作法实行

矛盾纠纷属地管理!把民族领域矛盾纠

纷解决在基层" !耿保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