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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区下月
将添一处!绿色健身长廊"

为淮河路办事处点赞

!

晚报记者 彭慧

本报讯
+5

月
+-

日记者从市经济开发区淮河路办事处了

解到!经过两个月的紧张施工!位于交通大道格林绿色港湾小

区以东的"格林绿色健身长廊#的地基和绿化工作已接近尾声!

待路面硬化和彩砖铺设结束后!市体育局将安装
+55

多套健身

器材!供市民锻炼身体$ 预计下月底!该市民健身广场就能投入

使用$

当日
+5

时许!记者在格林绿色港湾小区东侧!看到施工人

员紧张忙碌地挖掘地基%种植行道树%埋设道牙石$ 据淮河路办

事处有关负责人时彦磊介绍!今年
3

月底!他们和开发商联系!

并与市体育局协调达成一致意见后!采取企业%办事处各筹部

分资金!另外向市体育局提出申请!计划将一段近
+555

米长的

预留空地!开发建设成为一处市民健身广场$

据悉!该市民健身广场的土地平整%行道树种植已完成!人

行道道牙石正在埋设中$ 截至目前! 已硬化和铺设彩砖面积

6555

多平方米!预计总投资
75

余万元$ 本月底!待彩砖铺好

后!市体育局将安装健身器材
+55

多套!把该处打造成市经济

开发区又一道风景线!为周边市民强身健体添一处风光秀丽的

好去处$

李庄村#波尔山羊!啃"出致富路

!

晚报记者 张擘

本报讯 &今年你家的羊能出栏

多少只啊' #&我家的羊没有你家的

多! 今年能出栏百十只就不错了$ #

&市人防办的同志为咱们争取的养殖

波尔山羊项目真不错$ #来到淮阳县

郑集乡李庄行政村!这是记者听到村

民谈论最多的话题$

淮阳县郑集乡李庄行政村下辖

-

个自然村! 有
-55

多户
,-75

位村

民!以前村里垃圾乱堆%污水乱排%秸

秆乱放%房屋乱建等现象严重!村容村

貌差!经济落后$ 市人防办帮扶工作

队摸清各个自然村的基本情况后!很

快明确了帮扶工作思路!确立了帮扶

项目!通过协调相关部门!争取项目!

鼓励发展畜牧业! 努力调整产业结

构! 大力发展波尔山羊养殖产业!形

成基地加农户模式!增加农民收入$

李庄行政村村民吴琳告诉记者(

"我现在养了
155

只羊! 今年过年的

时候能出栏
655

只!按现在的市场价

每只羊
++55

元计算!我能有
65

多万

元的收入$ )市人防办帮扶工作队来

到李庄行政村后!为村民争取到波尔

山羊养殖项目!吴琳得知消息后立即

投入到养殖波尔山羊的行列$通过一

年的养殖!吴琳尝到了甜头!他打算

过完年后扩大养殖规模$

李庄行政村党支部书记李同兵

告诉记者!市人防办帮扶工作队来到

他们村后! 向村里捐赠图书
+55

多

册! 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并

积极与市%县有关部门协调!为村里

申请
+

公里水泥路修建项目!目前前

期申请报告省% 市有关部门已经批

复!待资金下达后即可开工$ "市人防

办的同志还对村里的垃圾乱堆%污水

乱排%秸秆乱放%房屋乱建等进行了

集中清理!这让俺村的村容村貌变得

越来越好了$ )

市人防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

下一步将加大帮扶力度!建立长效帮

扶机制!在解决村民实际困难的基础

上!着重增加他们的致富能力!帮助

村里继续寻找致富项目!使帮扶工作

取得更大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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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管局一岗位二百人争

!!!!!!

本报综合消息 截至
+5

月
+-

日

8

时!

,5+7

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系

统已经审核通过了
6+183

人! 比
+7

日
+3

时的数据增长一万多$

目前共有
7619

个职位已有考生

通过审核!占总职位数的
15:

!相比

+7

日增长了
+5:

$

在
+7

日占据报名人数榜首的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央国家机关

政府采购中心采购三处副主任科员

及以下)一职仍是最热门职位!竞争

比已升至
651;+

$

在报名人数最多的
+5

个部门

中!税务系统继续占据
-

席$其中有
6

个审核通过人数已过千$ 目前!"内蒙

古自治区国家税务局) 已赶超
+7

日

占据首位的"山东省国家税务局)!成

为报名人数最多的部门$ !李丹丹"

国家信访局出台办法防!踢皮球"

接访不力将追责

!!!!!!

本报综合消息 信访函件在部门

之间"踢皮球)%信访事项办理久拖未

决% 处理意见敷衍了事**长期以

来!一些基层单位对待信访问题不够

重视!导致群众越级走访%闹访现象

不断发生$

+5

月
+7

日!国家信访局

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初信初访办理

工作的办法,$ 自今年
++

月
+

日起!

信访部门将加强对初信初访事项的

督查督办!未履行督办职责造成严重

后果的信访机构将被追责$

国家信访局副局长范小毛认为!

+办法,旨在&为民)!着力把初信初访

问题及时解决在群众家门口和问题

属地$

实行首办负责制 办理不力将追责

自去年以来!国家信访局围绕全

面实行网上信访受理制度%引导来访

人依法逐级走访%诉访分离等问题进

行了一系列信访工作制度改革$ 在前

期各项措施的基础上!+办法,明确要

求!初信初访办理工作!实行首办负

责制$

同时! 为推进 &事要解决)!+办

法,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机

构在收到初信初访事项后! 应在
+7

日内按投诉请求类% 意见建议类%揭

发控告类和重大紧急类等情况!分别

交送有权处理机关或报送有关领导!

并对具备回复条件的信访人以电话%

书面等形式反馈$若信访机关未按规

定登记%转送%交办!或未履行督办职

责!将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将

被追责$

在有权处理机关的责任方面 !

+办法,要求!对应受理却未受理%不

反馈结果或不执行处理意见%群众评

价不满意且引发重复走访%越级走访

等问题的事项!信访部门将及时督办

并提出改进建议!情节严重或造成严

重后果的!将向有关地方和部门提请

追责$

&信访部门主要负责及时受理%

转送% 交办信访人提出的信访事项!

督促%协调有权处理机关切实承担起

相应的职责!不能越俎代庖%替代包

办$ 解决初信初访问题%出具处理意

见书的主体是有权处理机关$ )范小

毛介绍$

根据+办法,!在有权处理机关依

法办理初信初访事项期间!信访人应

当收到是否受理告知书%处理意见书

等!并被告知请求复查复核的期限和

机关$如果这些都是规定时间内出现

在你的面前!那就说明信访事项办理

是顺畅的$

避免重信重访 信访事项将录入信息

系统

+办法,是针对初信初访的!如何

确定&初次)是关键$但是在现实生活

中!我们可能会遇到(信访人就某事

项第一次向
4

部门反映了!这应该是

初信初访-过段时间!将同一事项反

映给了
<

部门$ 对于
<

部门来说!由

于初次接触!也应该是初信初访$ 在

范小毛看来! 这对受理办理效率来

说!是一种损耗$

为此!+办法,严格界定了初信初

访的概念!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采用书信%网上投诉%电话%走访等

形式!首次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

意见%建议或者投诉请求!依法应由

有关行政机关作出处理的活动$根据

+办法,! 信访人提出的信访事项!应

该由受理机关录入信访信息系统 $

!张洋"

!!扶贫济困$人心向善"

构建大城管 创建文明城构建大城管 创建文明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