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明超到黄集调研脱贫攻坚工作
!!!!!!

本报讯
!

月
"#

日!县委书记马明超

深入黄集乡胡王村检查指导精准脱贫

工作"

在胡王村综治中心! 马明超与驻村

工作成员#村干部进行深入交流 !听取

驻村第一书记的工作汇报!详细了解该

村产业精准扶贫和贫困户扶贫计划!并

察看了精准脱贫档案和建档立卡等相

关资料"

随后!马明超深入贫困户家中进行

实地核查" 在走村入户过程中!他详细

了解贫困家庭生产生活等基本情况!询

问下一步发展计划" 之后!他又深入该

村产业扶贫基地了解产业发展状况"

调研中!马明超指出!各相关单位及

部门要增强做好精准脱贫工作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全面掌握脱贫对象基本情

况!严把建档立卡程序 !真正做到底数

清#情况明!全面提升扶贫的针对性和

有效性!真正实现精准施策" 同时!摸清

各村产业脱贫基地情况 ! 做好整体规

划!抓紧产业脱贫"

马明超强调!精准脱贫工作关系到

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关系到人民群众切

身利益! 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

党和政府长期关注的一项政治工程#民

生工程" 各有关单位和部门要创新思路

举措!采取科学扶贫#精准脱贫的办法!

把扶贫资源!帮扶力量精准到每一位贫

困户上 ! 实实在在帮助贫困户脱贫致

富!早日打赢脱贫攻坚战"

$

陈德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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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

月
&

日! 全县干部作风

大整顿动员会召开!会议传达了全市干

部作风大整顿会议精神!安排部署全县

干部作风大整顿工作"县委书记马明超

出席会议并讲话! 县长王毅主持会议"

县领导岳新坦#马自成 #刘涛 #谢留定 #

冯涛 #王之梦 #党魁 #刘淑杰等出席会

议"

马明超指出! 在县委经济工作会议

和县$两会%上!县委#县政府科学研判形

势!向全县人民发出了$决胜全面小康#

建设富裕和谐美丽淮阳%的号召!明确了

今后五年的工作的要求" 这次开展干部

作风大整顿! 目的就是促使全县各级党

员干部务实重干#敢于担当#加压奋进!

以作风大转变推动各项事业大发展"

马明超要求!要提升认识!增强作风

整顿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开展干部作风

大整顿是站在讲政治#顾大局的高度!本

着对人民负责#对发展负责#对历史负责

的态度进行的" 通过作风整顿! 激浊扬

清!凝聚力量!如期完成各项重点工作!

确保绘就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确保淮

阳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要清醒#警

醒! 深刻剖析整改存在的问题" 要严格

落实责任! 从严督查问责! 树立正确导

向! 要明责问责! 确保干部作风明显好

转" 各级各部门要成立相应的领导组织

和办事机构! 切实加强对此次整顿活动

的领导!确保不走形式#不走过场#落地

有声#务实有效"要正视问题!直面顽疾!

坚决拿作风问题开刀!靠督查发现问题!

靠问责教育震慑!激浊扬清!弘扬正气"

要树立正确导向!为担当者担当
'

为干事

者撑腰
(

让实干者得实惠"

马明超强调!作风就是形象!作风就

是力量"加强干部作风建设!是淮阳发展

之所需#广大群众之所盼"我们要卧薪尝

胆!埋头苦干!立足长远!务实发展!扎紧

篱笆!用成绩说话!干好每一天!做成每

件事! 在真抓实干中以优异成绩向党的

十九大献礼! 向全县人民交上一份满意

的答卷"

就如何贯彻落实好会议精神! 王毅

要求!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 各级各单

位要把开展好作风大整顿! 作为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 作为加

快经济发展的有力手段! 真正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县委# 县政府的决策部署上

来!高度重视!精心组织" 要结合自身实

际!成立相应的机构!明确责任分工" 各

级领导干部特别是 $一把手% 要率先垂

范#身体力行!发挥带头作用!努力用作

风大整顿促进作风大转变! 为实现跨越

发展提供有力保证"

"张晓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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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昌大道东延淮阳段
#*

多公里的施工沿线!

淮阳县大员上阵#交叉作业#夜以继日!用
"

天时间

完成了
"

个月的清表任务! 用行动书写了分秒必争

的$淮阳速度%"

连续几日! 绵绵秋雨并没有阻挡着文昌大道东

延淮阳段项目快速推进的脚步" 县委书记马明超#县

长王毅和县委副书记# 政法委书记岳新坦带领指挥

部成员!每天风雨无阻亲临一线指导!现场解决项目

建设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 各参战队吃住在一线!连

天加夜!$人闲机不闲%!

&7

小时不间断作业"

地表清障#土地测量#征地拆迁&&文昌大道东

延淮阳段沿线忙碌的作业现场成了一道美丽风景"

全县干部作风大整顿
动员会召开

!淮阳年鉴"

获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二等奖
!!!!!!

本报讯 近日!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

组发布了 '关于对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

(年鉴类) 的通报表扬*(中组字+

&*#)

,

7

号)" '淮阳年鉴(

&*#8

)*获评全国二等

奖!为河南省县区级综合年鉴最高奖!是

周口市唯一一个获奖作品"

本次评审由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

织开展!经层层推荐#筛选!通过专家小

组评审#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年鉴类)

评审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复审与领导

小组终审!从全国地方志系统
&*#8

年-

&*#+

年编纂并公开出版发行的
"8#&

部

年鉴中评审出的"

特等年鉴
"#

部#一等年鉴
8!

部#二

等年鉴
!)

部# 三等年鉴
##7

部和提名

年鉴
!*

部 " 这次获奖的 '淮阳年鉴

(

&*#8

)*是淮阳年鉴的创刊号 !也是淮

阳地方志作品在历史上获得的最高奖

项"

'淮阳年鉴(

&*#8

)*内容分设特载#

年度要事#县情概览#人物#伏羲文化改

革发展试验等
"*

个类目!门类齐全!资

料系统 !数据准确 !行文规范 !记述简

明!全书共
7**

多页
)*

多万字!彩页及

内文插图
#8*

多幅 ! 框架设计合理规

范 ! 装帧设计突出地方特色和年代特

点! 封面以蓝色为基调代表水城淮阳!

以桥通路通为愿景!寓意在$一带一路%

的引领下淮阳经济走向四面八方" 该书

全面系统地记录了
&*#7

年度淮阳经济

社会状况及取得的辉煌成就!是一部具

有鲜明时代特征#年度特点和地域特色

的精品年鉴"

"尹建华!

县城管局加强管理助推创建工作
!!!!!!

本报讯 自 $两城一区%创建以来!

县城管局狠抓精细化管理!经过清理#整

治#管控$三步曲%!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全县城管执法系统始终坚持执法

在一线!纠正处理各类违章违规行为!主

动搬离违章占道车辆! 积极化解管理矛

盾"他们凭着一股拗劲!挨门逐户上门劝

导!主动拉近与被管理着的距离!达到互

相理解! 联手有关部门积极治理店外经

营!化解城区道路$脏乱差%问题!巩固成

果不反弹"

"沈崭!

#光彩圆梦$圆百余名贫困生大学梦
!!

本报讯
!

月
"*

日! 由县工商联#

县总商会联合发起的
&*#)

$圆梦行动%

助学捐赠暨发放仪式举行!副县长王汝

凌!县政协副主席#县工商联主席刘卫

洁出席发放仪式"

为贯彻全市工商联精准扶贫会议

精神和'全市关于深入开展$百企帮百

村%精准扶贫行动的实施意见*精神!组

织引导全县广大非公有制企业和非公

经济人士积极投身精准扶贫!助力脱贫

攻坚" 县工商联#县总商会联合!通过召

开$光彩圆梦%行动动员会!发放倡议书

等形式向社会各界及民营企业家共筹

集助学金
"!3+

万元!帮助
#*+

名贫困学

生圆了大学梦"

仪式现场为
"!

名贫困学生代表发

放了助学金!北京商会会长王兴波及家

人为淮阳中学捐赠现金
8

万元"

仪式上!宣布了县工商联'关于表

彰
&*#)

年光彩圆梦助学先进单位和先

进个人的决定*"

受捐学生代表发言!感谢社会各界

及企业家的爱心!使他们圆了大学梦!

表示在今后的大学生涯中将努力学习!

早日成才!回馈社会" "李灿!

王毅带队观摩%三十工程&

本报讯
!

月
&!

日上午 !$三十工

程%项目第二十次现场观摩活动举行!县

领导王毅#岳新坦#谢留定#冯涛#霍伟#

段业林# 李俊志参加观摩活动" 观摩团

所到之处听汇报!查进度!解难题!出实

招! 谋发展! 共同助力工程项目建设步

伐!共建美丽淮阳"

王毅一行先后实地察看了泰山路南

段#七里河公园#城市公交体建设#河南

瑞能服帽等
#7

个项目建设进展情况"

每到一处!王毅一行都认真听取相

关责任单位负责同志情况汇报!详细询

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现场

办公!安排督促相关负责人限时解决项

目建设中遇到的问题!并对下一步工作

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

在观摩中!王毅要求!要进一步提升

加快项目建设责任感!各责任领导#责任

单位要坚定目标不动摇! 靠前指挥不退

缩!狠抓进度不拖延!解决问题不迟疑!

加大督导不留情"紧扣工程工期!把握时

间节点和建设任务! 倒排工期! 提高效

率!全力推进!做到高质量建设!高效率

推进!高标准完成"

王毅强调!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各项

目指挥部一定要有强烈的责任心! 要以

$主人翁%的姿态抓项目!对照先进找差

距!千方百计解决难题!要对项目抓住不

放!挤出时间!做好调度!发挥$咬定青山

不放松%的韧劲!全力以赴把项目向前推

进!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9

陈德辉!

县委书记马明超#县长王毅带领指挥部人员深入一线指导项目建设$ 两天落成项目指挥部$

县国土资源局勘测队员冒雨勘界$ 志愿者帮助困难户收割项目区内花生$

县农业综合开发部门人员移除项目区内电井$ 工作人员和沿线村民签订征收房屋协议$

村民积极拆除项目区内临时建筑物$

冒雨清表$ 项目清表任务全部完成$

记者 侯俊豫

文昌大道东延线见证"淮阳速度#

!

通讯员 王治坤 陈法连

"感谢项目沿线部分乡镇及相关部门提供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