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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汇区召开四个班子联席会
本报讯

,-

月
-2

日!川汇区召开四

个班子联席会" 区长李宗喜!区委副书

记#政法委书记韩凤龙!区政协主席张

剑锋!区领导吕国平#刘娟#时文祥#周

金诚#宋煜#陈景军出席会议" 区工信

委#区财政局#区人社局等相关单位负

责同志参加会议"

李宗喜在听取了全区脱贫攻坚工

作推进情况汇报后指出!全区各办事处

和各扶贫帮扶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中

央# 省市关于精准扶贫工作的部署要

求!进一步增强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

感!苦干实干!务求实效"针对不同贫困

村#贫困个体的具体情况!要因地制宜#

因户施策" 要以正在开展的脱贫攻坚

$大宣传大走访大整改% 活动为重要契

机!各部门#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带头深

入一线抓扶贫!全力以赴#协同配合!切

实把脱贫攻坚这一中心工作抓实抓好!

确保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

针对转让兴源投资公司标准化厂

房给河南祥龙四五有限公司问题!李宗

喜要求!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按照政策规

定!明确时间节点!力争在
-3,4

年元月

底将该项目落实到位"

关于河南龙人科技有限公司$退二

进三%入住高新区问题!李宗喜强调!要

成立河南龙人科技有限公司 $退二进

三%工作领导组!各有关单位要按照相

关政策规定!在高新区选择新址!尽快

实施! 强力推进! 确保
-3,4

年项目落

地"

会议还研究了提高财政供养人员

住房公积金缴纳标准#贯彻落实&河南

省公务员平时考核暂行办法'等工作"

!王龙"

川汇区总结部署社保扩面征缴工作
!!!!!!

本报讯
,-

月
-,

日! 川汇区召开

-3,5

年度社会保险金扩面征缴表彰暨

-3,4

年度工作部署会" 区长李宗喜!区

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吕国平!区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贾卫东! 区政协副主席梁显栋

出席会议!区委各部委#区直各单位!各

办事处#各社区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李宗喜指出!一要提高认识!充分

认清开展扩面征缴工作的重要性和必

要性"社会保险金扩面征缴工作是建立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内容!事关改

革发展稳定大局" 各单位既要看到成

绩!更加坚定做好扩面征缴工作的信心

和决心!更要正视问题!进一步增强完

成目标任务的紧迫感和危机感!真抓实

干!全力推动社会保险金扩面及保费征

缴工作上台阶#上水平"二要强化措施!

不断扩大扩面征缴工作覆盖面"基本养

老保险扩面的重点应放在高新区企业#

民营企业#民营医院!全面掌握用人单

位和人员参保情况" 三要突出重点!采

取切实可行的办法和措施!全面落实社

会保险金扩面征缴工作目标"

李宗喜强调!要落实责任!建立良

好的扩面征缴工作机制"各部门各单位

主要负责同志是社会保险金扩面征缴

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分管副职是直接责

任人" 要把目标任务分解到人!责任明

确到人!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的工作局面" 区委#区政府已将扩面征

缴工作纳入年度综合考核目标!年底目

标考核时将坚决兑现奖惩"

会上! 吕国平总结了
-3,5

年社会

保险金扩面征缴工作! 宣读了
-3,4

年

度扩面征缴工作任务分配方案(梁显栋

宣读了川汇区人民政府关于对城南办

事处等
,!

个社会保险金扩面征缴工作

先进单位和
!2

名先进个人进行表彰的

决定(区人社局负责同志宣读了区扩面

征缴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对
-3,5

年
5

至

,-

月份社会保险金扩面征缴工作先进

单位进行奖励的通知"与会领导共同为

受到表彰的先进单位#先进个人进行了

颁奖" !张光华"

开展烟花爆竹"打非治违#专项行动

川汇区确保岁末年初安全生产
本报讯

,-

月
-,

日!川汇区召开烟

花爆竹$打非治违%暨岁末年初安全生

产工作会议" 区长李宗喜!副区长徐钊

出席会议!各办事处#区直相关单位#各

企业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分析研究当前

安全生产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安排

部署烟花爆竹$打非治违%及岁末年初

期间安全生产工作"

李宗喜要求!一要高度重视!切实

增强底线思维和红线意识"各级各单位

务必充分认识当前安全生产的严峻形

势!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从讲政治#

讲大局的高度出发!把做好安全生产作

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进一步把各项

工作做好#做扎实#做到位!有效防范#

坚决遏制安全事故发生" 二要突出重

点!强化措施!确保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举措落到实处"要做到隐患风险排查整

改到位!宣传教育到位!应急值守到位!

责任追究到位"三要落实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切实做好守土有责!守土尽责"要

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强化部门监

管职责和企业主体责任" 各办事处#各

部门要按照$条块结合#分级负责#属地

管理%的原则!发挥各自职能作用!群策

群力#协调联动!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

确保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会上!徐钊通报了前期全区安全生

产大检查工作开展情况!就开展好烟花

爆竹$打非治违%专项行动提出明确要

求" !王龙"

川汇区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召开
本报讯

,-

月
,4

日!川汇区十五届

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召开"区人大常

委会主任梁显学! 党组副书记冯应祥!

副主任张贵先#王保林#贾卫东出席会

议"

会议补选孙红伟#程若光为周口市

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会议表决通

过了关于接受胡宁辞去川汇区第十五

届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请求的决定!关

于接受张振祥辞去川汇区第十五届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请求的决定"

!崔海燕"

区政协召开十三届三次常委会议
本报讯

,-

月
-.

日上午!区政协在

常委会议室召开十三届三次常委会议"

区政协主席张剑锋!区委常委#常务副

区长吕国平! 区政协副主席王建国#黄

婉真#马淮海出席会议"区政协常委#各

界别委员组组长和机关全体人员参加

会议" 会议由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

席梁显栋主持"

会上! 吕国平通报我区
-3,5

年以

来经济社会运行情况(审议通过&政协

周口市川汇区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

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定'和&政协周口

市川汇区委员会委员考察#视察#专题

调研办法')草案*" 政协
!

个专门委员

会的负责人作了
"#$%

年工作总结发

言"

张剑锋希望各位常委和各界别委

员组组长认真领会本次会议精神!在中

共川汇区委的坚强领导下!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继续前进!为开创我区经济

社会发展新局面作出积极贡献"

6

方立民
7

川汇区举行纪检监察保密知识专题讲座
本报讯

,-

月
,-

日上午!川汇区召

开纪检监察系统保密知识专题讲座"讲

座由市纪委副书记祁永亮主讲!区委常

委#纪委书记周金诚主持讲座" 区纪委

监察局#区委巡察办有关负责人!各办

事处纪委书记#区直各单位纪检组长参

加讲座"

祁永亮围绕保密工作的基本概念

及地位与作用#当前保密工作面临的严

峻形势# 机关单位保密工作存在的问

题#做好机关单位保密工作的对策以及

领导干部保密工作责任制规定与责任

追究等方面作了详细辅导"

!时云泽"

区消协第六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本报讯

,-

月
,8

日! 川汇区消费者

协会第六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区

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 副主任赵冬鹤

参加会议"

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增强消费维权

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9

认真处理好保

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与维护经营者正当

利益的关系!认真处理好监督与服务的

关系
9

强化宣传教育和咨询服务 !积极

调解消费者投诉工作!化解消费矛盾"

会议表决通过了区消协第六届理

事会理事# 常务理事# 会长# 副会长#

秘书长等组成人员名单"

!时云泽"

大宣传 大走访 大整改

川汇区脱贫攻坚掀高潮迎大考
本报讯

,-

月
,.

日上午! 川汇区

召开脱贫攻坚$大宣传大走访大整改%

活动动员会" 区长李宗喜!区人大常委

会主任梁显学! 区领导吕国平# 许四

军#刘娟#时文祥#宋煜#陈景军及其他

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出席会议" 区委

各部委#区直各单位#垂直单位 #相关

办事处#各行政村负责同志!驻村第一

书记!$三支一扶%干部参加会议"

李宗喜要求!一要统一思想!迅速

行动" 把思想统一到省#市会议精神上

来!认真抓好脱贫攻坚各项决策部署!

从思想上# 行动上为迎接大考做好充

分准备" 二要整合力量!战前培训" 组

织抽调人员认真学习各项扶贫政策 !

明确任务职责! 与办事处行政村积极

对接!有计划#有部署#有步骤地开展

工作" 三要讲求方法!明确时限" 要带

着感情做工作!深入群众当中!把群众

当做亲人!真心实意地为他们办实事!

用实际行动赢得他们的认可和支持 "

四要改进作风!强化督查" 各单位要高

度重视!明确责任!抽调专人 !坚决克

服懈怠情绪!坚决摒弃懒软散的作风"

李宗喜强调! 各级各部门要迅速

行动!因户施策#精准发力 !确保各项

脱贫攻坚措施落到实处" 要统筹兼顾!

全面开花(要强化纪律 !抓好落实 !以

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扎实的工作作

风!全力打赢精准扶贫攻坚战"

会上!区委常委刘娟宣读了&川汇

区脱贫攻坚$大宣传大走访大整改%活

动方案'&川汇区脱贫攻坚 $大宣传大

走访大整改%活动督查方案'" 会议还

对精准扶贫政策相关知识进行了详细

讲解" !王龙"

区民政局深入徐营
走访困难村民

本报讯
,-

月
-,

日! 川汇区民政

局工作人员来到城北办事处徐营行政

村继续向群众宣传党和国家的脱贫攻

坚政策" 区民政局班子成员分成
:

个

组!利用早上#中午和晚上群众相对集

中的时间!对徐营#冯店
-

个自然村!

.

个村民组!共
:-3

多户进行入户走访!

耐心细致地做好脱贫政策宣传! 把扶

贫兜底政策宣传手册发放到每一户农

户手中" 在此基础上!还出资对村内主

要道路进行垃圾清理和墙体刷白!大

大改善了村容村貌! 得到村民们的一

致好评" !王龙"

李宗喜督导!大宣传大走访大整改"活动
本报讯

,-

月
,5

日下午! 区长李

宗喜到城北办事处朱楼行政村对各分

包局委入村开展脱贫攻坚 $大宣传大

走访大整改%活动情况进行督查指导!

并深入到群众家中实地走访! 了解情

况#听取意见建议" 随后!李宗喜召开

分包局委# 办事处负责同志和朱楼行

政村全体村组干部参加的专题会议!

逐一听取工作汇报! 对做好下一阶段

脱贫攻坚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与此同时!根据全区脱贫攻坚$大

宣传大走访大整改%活动要求!区四个

班子领导率先垂范! 区直各单位积极

响应!分别深入到所分包的村#组开展

脱贫攻坚 $大宣传大走访大整改 %活

动!挨家挨户上门宣传国家#省#市#区

精准扶贫政策!耐心解疑释惑!认真听

取意见建议!共同谋划脱贫门路!并为

贫困群众送去棉衣#米#面#油等生活

用品!帮助困难群众顺利过冬"

!崔海燕"

李宗喜到华耀城
办事处督导调研
本报讯

,-

月
,"

日! 区长李宗喜

带队到华耀城办事处督导调研农村道

路修建和安全饮水工作落实情况" 区

人大常委会主任梁显学 ! 区委常委 #

统战部长宋煜及区委政法委# 区发改

委# 财政局# 水利局# 交通局# 民政

局等相关单位负责人陪同调研"

李宗喜一行先后深入华耀城办事

处朱庄行政村#李楼行政村#葛湾行政

村#文庄行政村等地!实地察看农村道

路修建和自来水管网铺设情况!听取工

作汇报!详细询问项目进展过程中遇到

的困难和问题!现场提出解决方案" 在

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 李宗喜指出!农

村道路修建和安全饮水工程是重要的

民生工程! 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

益!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认真落实!

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加快工程进

度!确保早日完工"

李宗喜强调! 一要分清轻重缓急"

饮水安全是硬性指标! 要尽快完成自

来水管网铺设! 确保农村居民在春节

前用上安全水" 农村道路修建要加快

施工进度! 确保尽早完工" 二要提高

工作效率" 各相关单位要把握好工作

节奏! 按照时间节点! 确保早日完成

各项工作任务" 三要规范有序提前规

划" 各责任单位要提前做好相关规划

工作 ! 确保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有序 "

李宗喜还就做好农村安全技术防控工

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时云泽"

周口手外科医院到
邵火庙开展义诊活动
本报讯

,-

月
-3

日!恰逢周口手外

科医院主题党日!当天上午!医院党支

部一行
8

人来到城北办事处邵火庙行

政村为村民义诊" 据统计! 当天共为

-"4

人免费义诊! 发放康复理疗卡
4"

张! 为现场群众解答了烧伤疤痕治疗#

骨折康复治疗#小儿多指并指#显微创

伤以及下肢静脉曲张#疝气等疾病的治

疗问题" !崔海燕 史改侠"

晋瑞英督导!创卫"问题整改
和省级文明城市复检工作

本报讯
,-

月
-3

日!副区长晋瑞英

实地督导$创卫%问题整改情况和省级

文明城市复检工作" 区$创卫%工作组#

区爱卫办#文明办#城管局#相关办事处

有关负责同志陪同督导"

督导组一行先后来到区工信局家属

院#康湾社区#农科院农资市场#人民路#

梧桐路和周口大道流沙河! 对创建省级

卫生城市问题整改情况和省级文明城市

复检工作进行实地督导检查"

督导组要求!创建省级卫生城市暗

访和省级文明城市复检工作已接近尾

声!各级各单位要进一步提高对创建省

级卫生城市问题整改工作和省级文明

城市复检工作的认识!始终保持创城这

根弦不放松!真正做到创城工作始终在

路上!确保创城成果持续深入推进"

!许栋"

区政协开展!聚焦#五城联创$%

政协委员在行动"主题实践活动
本报讯

,-

月
,"

日!川汇区政协组

织全体政协委员!来到沙颍河南岸中州

路至八一路段滨河公园开展$聚焦+五

城联创,#政协委员在行动%主题实践活

动"区政协主席张剑锋!副主席梁显栋#

马淮海参加活动"

活动中!大家有的用铁锹#扫帚!清

扫垃圾#杂物!有的在花带中捡纸屑#塑

料袋#废弃物"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整治!

滨河公园的卫生面貌焕然一新" !许栋" 川汇区开展!暖心&牵手"

关爱留守儿童公益活动
!!!!!!

本报讯
,-

月
,4

日! 川汇区 $暖

心-牵手% 关爱留守儿童公益活动在中

原路小学举行" 区政府党组成员李彩

文! 区妇联# 区教体局等单位相关负

责人参加活动"

活动现场! 中原路小学的
42

名留

守儿童接受捐赠! 捐赠的物品有围巾#

棉衣# 书包等! 总价值
2

万余元" 近

年来! 区妇联在区委# 区政府的领导

下! 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 积极

开展 $暖心-牵手% 关爱公益活动! 累

计筹集爱心善款和物资近
,3

万元! 为

83

名困难母亲#

8.,

名留守儿童提供

心灵关爱和物质帮扶! 让她们感受到

党委# 政府的关心和社会大家庭的温

暖! 营造了关爱暖心# 牵手同行# 共

建和谐社会的浓厚氛围! 取得了良好

的社会效果" !张光华"

!!!!!!,-

月
-:

日#川汇区过渡安置房迎来首批入住者#图为群众在排队领钥匙$

理效明 王东东 摄

区财政局包村工作队清理村内垃圾$ 理效明韩菁

!!!!!!

区残联%区中医院入村开展义诊及残疾人证办理工作$

理效明 摄

区文化馆颍河豫剧团为村民送上精心排练的戏曲小品$ 理效明 摄

!!!!!!

区委宣传部包村工作队员组织施工队#对官坡行政

村贫困户王党民的房屋进行修缮$ 理效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