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4月19日 星期五
编辑：李佳露 美编：张妍 校对：姜军Z02 报 政务中牟 时

本报讯 4月17日，中牟
县人民政府与交通银行郑州
自贸区分行战略合作协议签
字仪式举行，县委常委、常务
副县长任程伟出席签约仪式。

会上，任程伟介绍了中
牟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希
望双方能够以此次签约仪式
为起点，共同投身中牟发展
大潮，加强交流、加深合作，
在合作中共谋发展、实现共
赢。交通银行河南省分行副
行长沈黎娟高度评价了中牟

县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的成绩。她表示，将发挥自
身优势，落实各项相关政策，
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为中牟
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和更优
的金融服务，实现互惠共赢。

仪式现场，任程伟代表
中牟县委、县政府和交通银
行郑州自贸区分行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马沂峰
通讯员 梁亚婷

中牟县举办国家安全知识宣传活动

深入宣传 提高全民国家安全意识
本报讯 4月 15日是全民

国家安全教育日，当天上午，中
牟县在世纪广场北门设置主会
场，由县委办公室（县国安办）
牵头，组织县城3个街道办事处
和县司法局举办国家安全知识
宣传活动。县委书记潘开名，
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张胜利
到场指导活动开展。

此次宣传活动以《国家安
全法》《反间谍法》《反恐怖主义
法》等为主要内容，依托展板、
横幅、宣传手册等载体进行宣
传，现场共发放宣传册 5000余
份，宣传手提袋 5000个，吸引

了众多群众驻足观看。
活动现场，潘开名对如何

做好国家安全工作提出 4点要
求：强化组织建设。做到严格
落实领导责任制，坚持“一把
手”负总责、亲自抓，不断完善
风险评估、安全防范、涉外事项
通报等各项机制。坚持常态化
宣传。各级各部门除4月15日
集中宣传外，要在平时依托电
视等新闻媒体和展板、宣传册
常态化进行广泛宣传，进一步
提升广大干部群众的国家安全
意识和履行法律责任义务的自
觉性。凝聚人民力量。国家安

全教育内容要通俗易懂，利于
广大群众接受；要充分发动群
众共同参与国家安全宣传工
作，在提供线索、协助配合上积
极支持，推动全社会形成维护
国家安全的强大合力。突出重
点。全县上下要精心安排部
署，围绕重点领域开展风险排
查，并制定相应的防范化解措
施，将各类风险化解在萌芽状
态，实现全县社会大局总体平
稳可控。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李淑娟
通讯员 杜哲 文/图

本报讯 4月 13日，潘开名、
楚惠东、李晓亮、李延中、张书勤
等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来到中牟
森林公园，以“认种认养”的方式
开展植树造林活动，用实际行动
带动广大干群积极投身于植树造
林活动，齐心协力为建设森林河
南和美丽中牟再添一片新绿。

活动现场，中牟林场党组书
记、场长冉军岭汇报了中牟森林
公园项目，全民树木认养基地基
本情况。潘开名强调，要深入贯
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践行绿

色发展理念；要以此次活动为契
机，号召社会各界行动起来，积
极投身到全民义务植树和“认种
认养”活动中来；各相关单位要
把好事做好，管理好、组织好，
把大数据库建立起来，加强后
期养护和管控能力，用实际行
动为建设都市田园新城做出更
大贡献。

随后，全体领导干部认真细
致地为自己认养的树木培土、浇
水，并现场交纳了认养费用。春
风过处，一棵棵新栽种的苗木错

落有致、迎风挺立、生机盎然。
据了解，在河南省中牟森林

公园项目区内有划定的 2000亩，
是按照工程设计方案，高标准打
造的全民树木认养基地，区域内
的12000株树木由全社会各行业、
各阶层、各群体进行认种认养。
本次活动共种下了 80余株银杏、
广玉兰、雪松、樱花等不同品种的
树苗。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徐少杰
通讯员 路云保

本报讯 4月13日，县长楚惠东
带队观摩违法建设整治情况，副
县长卢志刚参加活动。观摩组先
后来到泰安街与顺发路交叉口、
广惠街与远航路交叉口、三王驾
校以及平安大道南侧等违建拆
除现场，分别听取了青年路街
道、郑庵镇、广惠街街道、大孟镇
关于违法建设整治工作开展情况
的汇报。

楚惠东对违法建设整治工
作提出要求：坚定不移往前推。
各乡镇（街道）、各相关部门要清
醒看到违法建设的危害性，提高
认识、高度重视，强力推进违法

建设整治工作。策略推进、强力
推进、联合推进，迅速掀起违法
建设整治高潮。要深入细致地
做好群众工作，做到和谐拆除、
平安拆除、稳定拆除。同时，发
现问题要及时上报，尽快解决，
确保违法建设整治工作顺利推
进。做好宣传工作。要采取多
种宣传手段，全面、系统、有序、
深入地做好宣传工作，充分让群
众了解到违法建设整治工作的
必要性，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
持，确保拆得好、拆得稳。建立
健全长效机制。各乡镇（街道）、
各相关部门要成立专门领导小

组，建立日常巡查机制，持续开
展动态排查，对违法建设要发现
一起、拆除一起，绝不给违法
建设留下任何存在空间。加
强督查指导，制定专门奖惩考
核办法，加大问责力度，确保责
任到人。

楚惠东强调，要下定决心、一
鼓作气、敢于担当、迎难而上，坚
决克服等待观望思想和畏难发愁
情绪，坚决打赢违法建设整治攻
坚战，推动城市形象大提升、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马沂峰
通讯员 王涵

中牟县开展植树造林活动

认种认养 为中牟再添一片新绿

拆！中牟对违法建设行为“零容忍”

本报讯 4 月 15 日 ，县 长
楚惠东主持召开县政府第 31
次常务会。会议传达学习了党
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文件，全国工程建设项目审
批制度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
省、市安全生产会，市 2018年总
结表彰暨 2019年攻坚动员会议

精神，听取了中牟县近期安全生
产、脱贫攻坚暨产业扶贫、信访
矛盾疑难案件化解攻坚战、推
进法治政府建设等工作汇报，
研究了《关于坚持四水同治加
快推进新时代水利现代化的实
施意见》。

会议强调，各相关部门要认

真总结经验教训，严格按照法律、
法规要求，按照上级精神、政策要
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务实重
干，以实际行动把各项工作落实
好、完成好。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马沂峰
通讯员 郭佳

县政府第31次常务会议召开

本报讯 4月 15日，2019
中牟榜样故事汇基层巡演
活动启动仪式举行，县领导
李晓亮、任大同、魏玉坤、
屈连武、申宏尧出席启动仪式。

县委常委、宣传部长
任大同在致辞中表示，希
望在全社会形成更加浓厚
的学先进赶先进氛围，让文
明之风吹遍中牟大地。为创
建省级文明城市，建设崇德
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文
明城市，打造都市田园新城，
绘就中原更加出彩中牟新篇
章提供强大精神支撑和源源
不断的正能量。

小品《康乐一家亲》用
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康
乐义工志愿者们给敬老院
老人们送温暖、送祝福的故
事；音乐快板《榜样颂歌》以
轻松活泼的旋律，讴歌了历
年来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
现的中牟好人；戏曲小品
《爱心无价》讲述了“河南十
大爱心人物”“感动中牟人
物”张爱兰奔波万里，走遍
河南、湖北帮父亲寻找战友
创办老战士之家的感人事
迹；歌曲《阳光里有你的呼
吸》歌颂了“感动中牟人物”
特别奖获得者农民英雄李

有才不顾安危、舍己救人的
崇高精神；故事讲述《黄河
之子》重现了“感动中牟人
物”王喜军组织血性男儿直
面黄河波涛，义务救助打捞
落水群众的英勇事迹；小品
《幸福快递》根据“感动中牟”
人物张勇的故事改编，展示
了他精忠报国、舍小家保国
家的高尚品格。精彩的演
出内容、感人的故事情节，
让现场观众流下了感动的
泪水，大家用雷鸣般的掌声
向榜样致敬。

近年来，中牟县高度重
视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培树
和推出了一大批叫得响、过
得硬的先进典型，在全县形
成了学习先进、崇尚模范、见
贤思齐、争先创优的良好氛
围，涌现出9位“中国好人”，
26位市级以上道德模范、文
明市民，61位“感动中牟人
物”及“感动中牟提名人物”，
还有近日涌现出的 16位志
愿老师送课小组以及为挽救
病危女孩连闯红灯的好交警
李相义等，成为文明中牟最
亮丽的名片。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李淑娟 陈龙辉
通讯员 任静 许言

中牟榜样故事汇基层巡演活动启动

中牟县与交行郑州自贸区分行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