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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第八届中原古韵!!!中国#淮

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活动在羲皇文化广场举行' 展

演活动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河南省文化

厅(周口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中心(周口市文广新局和淮阳县人民政府承办' 它

以"保护文化遗产(延续历史文脉(留住美丽乡愁%为主

题& 以
'%

个省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表演

类项目为主'主要表演形式有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

戏剧(游艺与杂技(曲艺等&展演分
&

场&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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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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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省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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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市级项目

等参加展示活动' 精彩的演出让数以万计的观众近距

离感受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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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明超王毅观摩!三十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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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

年 "三十工

程%观摩活动举行&马明超(王毅(岳新

坦 (苏中林 (马自成 (刘涛 (谢留定 (冯

涛(耿党恩(刘淑杰等县四大班子领导

深入项目建设一线观摩'

县委书记马明超(县长王毅一行先

后观摩了泰山路南段( 七里河公园(育

才公园(淮郑河公园等
(#

个建设项目&

现场听取了各项目单位负责人关于项

目建设情况的汇报&详细了解了各项目

工程进度(存在问题等情况' 观摩过程

中&各个项目建设热火朝天的场景让参

观人员深受鼓舞' 大家表示&要进一步

增强加快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凝心聚

力&敢于担当&奋发有为&努力在新常态

下推动全县经济社会科学发展(跨越发

展'

马明超指出&通过现场观摩&不仅

要展示成绩&比出干劲&还要以此次观

摩活动为契机再掀项目建设新高潮&以

观摩促进度&交流工作经验&达到增进

学习(促进发展的目的)以观摩增加信

心和决心&变压力为动力&推动跨越发

展'

马明超要求&要认真总结工作中的

经验&项目推进上不能满足于眼前的成

果 &正视不足 &找准差距 &提高工作效

率)要善于总结经验&在原有的基础上
突破创新&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各职能部门要提高办事效率&力争

打造良好的服务环境&要切实把推进项

目服务责任制落到实处& 强化目标意

识&敢于担当&加大督查力度&确保重点

项目建设顺利推进' #苏雪松$

纪念!三八"节暨妇女工作推进会召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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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淮阳县纪念"三

八% 国际劳动妇女节暨妇女工作推进会

召开' 县领导岳新坦(刘淑杰(霍伟(李

守运等出席大会'

县委副书记岳新坦代表县委( 县政

府向全县妇女同胞致以节日的祝贺&向

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的巾帼表示感

谢& 同时希望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

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再创佳绩)全

县各级妇女组织( 广大妇女要以先进典

型为榜样&大力弘扬"四自%精神&为建设

富裕美丽和谐淮阳作出新贡献'

岳新坦要求& 广大妇女要为建设家

乡贡献力量&传承好家风&把好的家风传

承下去&把传统美德发扬光大)要树立好

刚柔并济的女性形象&勤劳朴实的形象&

洁身自好的形象)要讲好淮阳故事&传播

好淮阳声音& 凝聚淮阳发展的强大正能

量'

#苏雪松$

苏中林调研基层人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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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县人大常委会党

组书记苏中林到白楼镇调研基层人大工

作'

苏中林实地察看了白楼镇 "人大代

表之家%(人大代表服务窗口等基层人大

建设和人大代表工作情况& 认真查阅了

有关资料&和县(镇人大代表亲切交谈&

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在随即召开的

座谈会上& 苏中林听取了白楼镇换届选

举工作及人大工作情况汇报& 和与会人

员共同探讨加强基层人大工作和建设问

题&对今后工作提出了要求'

苏中林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

央对基层人大高度重视& 出台了专门文

件&省委(市委(县委先后召开人大工作

会议& 对加强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作出

专题部署&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

抓好贯彻落实'

苏中林强调& 要不断完善提升乡镇

人大代表服务窗口建设水平& 广开代表

履职渠道&创新代表活动方式&充分发挥

代表主体作用'要完善考核评比制度&充

分调动各级人大组织和人大代表的积极

性&创先争优&做出新的成绩' 要加强代

表培训&不断提升履职水平'要进一步提

升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和主席团会议的质

量&切实发挥乡镇人大和主席团的作用'

#付中阳$

淮阳县部署今年卫生计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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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全县
"*(#

年

卫生计生工作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

议召开' 会议总结了
"*(&

年全县卫生

计生工作& 科学研判当前及今后一段

时期面临的形势&部署
"*(#

年重点工

作' 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耿党恩&县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霍伟出席会议'

耿党恩要求& 全县卫计系统要学

习好全国和全省卫生与健康大会精

神& 把握好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

纵深发展的要求& 找准当前全县卫生

计生工作的问题和困难' 各单位要坚

持预防为主&构建群众健康防护网络)

着力能力建设& 扩充卫生计生事业存

量)提升服务质量&改善群众办事就医

感受)落实优惠制度&提升家庭发展能

力) 推进依法行政& 维护社会和谐稳

定'

他强调 &要以 "健康淮阳 %建设为

中心&打造人民健康保障体系)以全面

从严治党为抓手& 营造卫生计生事业

良好发展氛围) 以推动创新发展为目

标&打造全县卫生计生工作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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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驻村第一书记工作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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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全县驻村第一书

记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主要是对第一

书记驻村工作和基层党建工作情况进

行总结&安排部署下阶段工作' 县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耿党恩出席会议'

会议要求&各驻村第一书记要进一

步提高思想认识& 增强工作的主动性&

履行好第一书记职责& 把握工作重点&

以"两学一做%教育实践活动为基础&教

育引导广大基层党员干部不断改造自

己&提高思想政治觉悟&把" 两学一做%

纳入"三会一课%等基本制度 )要加强

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认真

落实民主科学决策机制(矛盾调解化解

制度(便民服务制度(党风政风监督检

查制度&选优培强村级带头人)要始终

牢记经济发展主题&发挥优势&为所在

乡村谋划好发展规划'

会议强调&各驻村第一书记要发扬

成绩(再接再厉&圆满完成驻村工作任

务&为确保贫困村如期脱贫再立新功'

会上&县扶贫办负责人对驻村第一

书记脱贫攻坚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陈严$

!鸳鸯盗贼"行窃 民警一举擒获
!!!!!!

本报讯 和往年一样&为确保游客人

身财产安全&淮阳朝祖会上&县公安局成

立便衣反扒小组&严打盗(抢(骗等犯罪

活动'

%

月
(

日&一对"鸳鸯盗贼%庙会行

窃被反扒民警当场抓获'

俗话说*"在天愿做比翼鸟& 在地愿

为连理枝%&然而商丘市的一对夫妻却组

成"鸳鸯盗贼%&想来淮阳大"捞%一把&诸

不知& 他人的一举一动早在淮阳便衣反

扒民警的监控之下'

%

月
(

日上午&在羲皇文化广场上人

山人海&游客如织'反扒民警发觉一男一

女紧随一名年轻挎包的女游客& 两人不

时耳语'男的"警戒%望风&女的则贴近游

客实施作案' 不一会& 女的佯装搭讪动

手&一个钱包就这样到手了&转身将盗窃

物品交给了后面男的'正当两人以为"猎

取得手%&逃之夭夭时&被潜伏的反扒便

衣民警抓获'

经突审&犯罪嫌疑人朱某#男$和李

某#女$交待两人系夫妻关系&如实供述

了在羲皇文化广场扒窃他人现金的犯罪

事实'

目前& 两人被淮阳县公安局依法刑

事拘留&缴获的赃物已发还受害人'

#耿凯 段顺鹏$

陕西民歌

马明超%王毅等县四大班子领导深入项目建设一线观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