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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要闻

项城市成功申报!千年古县"

!

晚报记者 金月全

本报讯 近日!第十八次千年古县专家

审定会议在北京召开" 全国有河南#山西#

陕西#四川#湖南#山东等
7

个省的
+,

个县

$市%参加评审!其中!我市的项城市通过专

家评审!被审定为&千年古县'"

据悉!千年古县是&中国地名文化遗产

保护工程'重点项目之一!是依据中国地名

文化遗产鉴定标准和地名文化遗产重点保

护对象鉴定标准! 在中国现存的
755

多个

上千年的古县中!优选出
+55

个历史悠久#

文化积淀深厚#地名文化内涵丰富的古县!

进行千年古县的重点保护和国内外宣传"

此项工作自
,551

年开展以来!全国被

评定为千年古县的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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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县$市%" 本

批申报
8-

个县$市 %!参加专家审定会的

有
+,

个县$市%" 项城市作为首家发言单

位!向千年古县专家审定会提交了
1

万多

字的申报材料#(古项风韵)申报画册#(守

望文脉)项城历史文化要览$上#下册%和

(豫东明珠千年古县***项城) 申报专题

电视片"

审定会上! 民政部区划地名司相关负

责人和
,9

名国内外专家学者对项城市的

申报工作给予肯定"最终!项城市顺利通过

千年古县专家审定会审议!成功申报&千年

古县'"

小桥办公开评选!门前三包示范户"

带动落后商铺

!

晚报记者 彭慧

本报讯 清扫门前落叶# 清理门前卫

生垃圾# 劝离门前乱停乱放车辆++在周

口市区建设大道景秀北城小区大门东侧!

这些都是经营化妆品的李大姐每天开门前

必做的几件事" 李大姐说,&-门前三包.只

是举手之劳!店门前清爽干净了!顾客也愿

意进来逛逛!无形之中给自己带来了生意!

得到了实惠" '

李大姐的门店是川汇区小桥办事处

&门前三包示范户'之一" 近段时间以来!

虽说辖区内的商户&门前三包'责任书签

订率高!但落实起来困难不少!经过向南

阳等兄弟地市学习管理经验!小桥办事处

决定推行&门前三包示范户'制度!即每月

&门前三包'履行较好的店铺!门前悬挂一

块五星级示范户的牌子!以激励周边商户

效仿学习"

小桥办事处相关负责人介绍!最近两

个月!由于工作方法不对头!加之对城市

管理工作有所放松!他们办事处连续两次

排名靠后" 为了化被动为主动!办事处决

定在中州大道和建设大道两条重点路段

全面推行&门前三包示范户'制度!由社区

每周组织临街经营户互评互选!并结合办

事处日常考评情况!每月评选出
,5

家&门

前三包示范户'! 将当月的卫生管理费返

还!通过这种&以奖代补'的形式!鼓励示

范户充分发挥&以点带面#示范引领'的榜

样作用!持之以恒!巩固做好&门前三包'

工作"

此外!从本月开始 !小桥办事处在辖

区多条重点路段公示办事处分包领导和

社区负责人电话!这段路归谁管!咋投诉!

公示牌上写得清清楚楚 " 结合新推行的

&门前三包示范户'制度!办事处分包路段

的责任领导带领社区工作人员 ! 每周组

织各自辖区内的经营户召开会议 !让 &门

前三包示范户'介绍经验!城管队员对各

经营户的&门前三包'进行点评!找不足!

让商户自己找差距#促整改!增强辖区经

营户参与城市管理的热情 ! 让示范户真

正起到示范带头作用 ! 有效调动他们持

续搞好门前卫生#绿化#秩序的主动性和

积极性"

欢庆锣鼓响翻天

载歌载舞迎游子

开封菊花节上官会响锣锣响鼓动!

!

晚报记者 王晨

通讯员 于伟 文
!

图

本报讯 近日! 在开封市珠玑巷守

望阁广场举办的世界客属第
,8

届恳

亲大会暨中国开封第
6,

届菊花文化

节 &喜迎天下游子归' 开封盘鼓展演

中! 我市国家级非遗项目***项城官

会响锣参加了此次表演活动!如图""

在展演现场! 官会响锣表演队的

小队员们手拿大锣! 迈着整齐有力的

步伐!或进或退!时舞时打!表演了&龙

吸水#娶新娘'等精彩传统套路!博得

观众的热烈掌声" 据悉! 此次展演活

动! 还吸引了驻马店市西平县大铜器

表演队#新乡县中原曲水大鼓队#开封

市群艺馆盘鼓艺术团厂尚盘鼓队#开

封市县街小学盘鼓队等近
,5

支队伍

参加了演出"

参加此次活动的官会响锣表演队

演员!年龄最小的
+,

岁!最大的
+-

岁!

他们均是淮阳县鲁台镇黄文志艺术学

校学生" 这些学生在官会响锣非遗保

护项目相关负责人常军民#崔洪斌#周

曼娜及官会响锣传承人王金亮# 李炳

福的培训指导下! 成立了这支官会响

锣传承队伍"

我市国家级非遗项目官会响锣 !

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项城市官会镇

传统的民间舞蹈! 也是迄今为止在全

国发现的唯一一个以锣为道具的舞

蹈! 填补了我国舞蹈文化中缺少锣舞

的空白!表演粗犷豪放!深受群众的喜

爱" 目前!官会响锣已相继发展了
-

支

传承队伍! 并传播到了沈丘# 淮阳等

地"构建大城管 创建文明城构建大城管 创建文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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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部门联合发规定

!!!!!!

本报综合消息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

院办公厅转发了住房城乡建设部# 文化部#

公安部#民政部#商务部#税务总局#工商总

局#国家旅游局 #国家宗教局 #国家文物局

十部门(关于严禁在历史建筑#公园等公共

资源中设立私人会所的暂行规定)!自今年

++

月
+

日起!严禁在历史建筑#公园等公共

资源中设私人会所"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遵

照执行"

专家指出! 这是继去年底中央纪委#中

央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发通知!要求在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严肃整治&会所

中的歪风'! 以及今年以来中央教育实践活

动办通知!把整治&会所中的歪风'作为教育

实践活动反&四风'重要内容之后!中央层面

又对清理整治私人会所做出具体部署" 与此

前的中央文件相比!此次十部门规定更加具

体#全面!可操作性强"

"

焦点

+:

什么私人会所该被整治#

规定明确!所涉及私人会所!是指改变

历史建筑#公园等公共资源属性设立的高档

餐饮#休闲#健身#美容#娱乐#住宿#接待等

场所!包括实行会员制的场所#只对少数人

开放的场所#违规出租经营的场所"

规定列出了自建#租赁#承包#转让#出

借#抵押#买断#合资#合作等多种形式"

,.

已设立私人会所如何处置#

相对于一些地方以关停方式 &一刀切'

处理! 规定列出了
1

种不同情况的处置方

式,没有合法手续或者手续不健全的予以关

停/有合法手续但有违规违法行为的予以停

业整治!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有合法手续

但经营对象#范围#形式等违反相关规定的

予以转型或者停业整治/出租给单位或者个

人作为非经营用途的!由所在地人民政府协

调产权单位提出解决办法!租赁合同到期后

收回"

6.

如有徇私舞弊怎样追责#

值得一提的是! 十部门规定还提出!要

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加强监督检查!发现问

题限期整改" 对工作失职#徇私舞弊的!依纪

依法追究直接责任人和有关领导责任"

历史建筑#公园等公共资源实行信息公

开!接受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监督" 有关职

能部门应当畅通监督渠道! 认真受理举报!

对违规违法行为!一经发现!严肃查处"

#

历史建筑

本规定所称历史建筑$是指各级各类国

有文物保护单位以及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单

位%宗教活动场所中具有特殊历史文化价值

的建!构"筑物&

#

公园

是指政府投资建设和管理$具有相应设

施和管理机构的公共绿地' 向公众开放$用

于开展游览观赏%休憩健身%文化娱乐%科学

普及等活动的公共场所&

"

专家说法

此次中办%国办转发住建部等十部门规

定$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严肃查处违规私

人会所的坚定态度&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

授丁元竹

将中央意志转化为党规政纪$十部门规

定也是落实四中全会精神%推进法治中国建

设的具体体现&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认为"

清理整治历史建筑#公园等的私人会所是中

央推进反腐倡廉的重要行动$ 一段时间以来

各地清理整治工作取得明显进展"但不乏仍

有人在顶风作案"也会有%漏网之鱼&"发布

十部门规定"是更好落实中央要求"不断完

善制度建设"堵住监管死角的体现'

(新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