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4月19日 星期五
编辑：康迪 美编：王艳 校对：姜军 Z03中牟 报 综合时

街
道
快
讯

乡
镇
风
采

局
委
动
态

本报讯 4月 10日至
12日，刘集镇党委副书记、政协工委主
任王坤、副科级干部李艳慈带领党政办
工作人员一行 7人到辖区内 10个行政
村检查指导党建工作。先后察看“三
务”公开栏、检查村组干部值班情况、
“三会一课”落实情况和远程教育记录

情况，并就《村规民约》知晓率进行了抽
查。“双月自查”即每年逢双月进行检
查，总体上不少于6次；检查后，针对发
现的问题，随即下发督查通报，限定一周
时间整改到位，明确要求要有明显变化。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徐少杰
通讯员 王新托

本报讯 4月 12日，中牟县人民法院
召开中层领导任职谈话会。会上，新任职
的中层领导围绕任职感想和今后打算做

交流发言。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黄国富
主任对中层领导提出具体要求。党组成
员、县纪委监委派驻县法院纪检监察组组

长王大凯带领大家到中牟县反腐倡廉警
示教育基地参观学习，接受廉政教育。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马沂峰

本报讯 4月 9日至 13日，受国家心
血病高危人群早期筛查与综合干预项目
管理办公室邀请，中牟县卫生防疫站代表
河南省随国家督导组到吉林省开展为期
一周的现场督导和经验交流工作。

督导组在国家项目办项目协调副主
任崔建兰的带领下，先后到吉林省梅河口
市、通化市等地区的项目实施单位进行实
地督导。采取现场察看、座谈交流、资料

查阅等多种形式，对各项目实施单位在工
作流程设置、问卷调查、血样采集、资料整
理等各个环节进行详细察看，吉林省疾控
中心副主任刘建伟等有关领导陪同督导。

据悉，中牟县自2016年开始承担国家
心血管病高危人群早期筛查与综合干预项
目以来，目前已累计筛查1.6万余人，覆盖全
县7个乡镇街道，130多个行政村，发现高危
人群并纳入随访管理4500余人，使广大群

众足不出户即可享受到国家最为权威的心
血管病早期干预和健康管理服务。吉林省
作为心血管项目最早开展的地区之一，在项
目开展运行等方面有着诸多值得借鉴和学
习的地方，中牟县借此机会同吉林省有关兄
弟单位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经验交流，对双方
项目工作的开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马沂峰
通讯员 吕亚男 尚飞

县卫生防疫站随国家督导组
参加实地督导和经验交流

县水利局召开潘安湖
文化元素提升专家座谈会

本报讯 4月 16日，中牟县水利局
召开潘安湖文化元素提升专家座谈
会。会议指出，要以“潘安文化”为重
点，充分展现潘安这一历史名人身上的
优秀品格，进一步弘扬正能量，引领社
会风尚；要把中牟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
足迹创新融入园区内，把潘安湖公园建
设成彰显中牟历史文化的名片；要精心
谋划、注重细节，在工程建设上体现“精
品意识”，切实为群众提供一个集自然
与文化为一体的休憩游玩好去处。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马沂峰
通讯员 胡新凤

县人民法院召开中层领导任职谈话会

狼城岗镇安排部署
“支部建设提升年”活动

本报讯 4月15日，狼城岗镇召开深化
“支部建设提升年”工作推进会。会议传达
学习了郑州市委组织部《关于深化“支部建
设提升年”的实施方案》的各项要求，安排
部署深化“支部建设提升年”各项工作。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马沂峰
通讯员 吴艳玲

大孟镇举办2019年
第八期专业技能培训班

本报讯 4月16日，大孟镇2019年第八
期专业技能培训班在镇区党群服务中心开
班，培训内容是小儿推拿。由镇社保所牵头组
织，培训时长为15天，邀请职业技术培训学校
的专业教师进行日常授课和考证指导，提供
“一站式”就业服务。今年以来，大孟镇投入资
金7万余元，帮助全镇1086人获得一技之长。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李淑娟
通讯员 李梦

韩寺镇扎实开展
铁路护路宣传活动

本报讯 4月 16日，韩寺镇综治办组
织巡防队员扎实开展铁路护路宣传活
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铁路沿线群众
发放《给铁路沿线居民的一封信》及铁路
护路宣传资料，与群众面对面讲解铁路安
全常识法律法规。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
200余份，教育群众100余人。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马沂峰
通讯员 王国川

刁家乡召开2019年
国家安全日宣传培训会

本报讯 4月 15日，刁家乡召开“4·15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培训会。党委
副书记、乡长王红生主持会议。采取悬挂
条幅、发放宣传材料等方式，向过往群众
宣传《网络安全法》《国家安全法》《国家安
全知识》等相关知识。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马沂峰
通讯员 宋伟利

本报讯 4月 15日，姚家镇召开集
中开展“散乱污”企业整治取缔工作安
排部署会。副镇长杨新萍强调，企业办
及各行政村要加大排查力度，对排查出

来的“散乱污”企业按照先停后治的原
则实施依法分类处置。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马沂峰
通讯员 赵起超

姚家镇开展“散乱污”企业整治取缔工作安排部署会

本报讯 4月 15日，黄店镇召开脱
贫攻坚工作推进会。镇纪委书记周家
亮要求各帮扶责任人认真开展收入专
项核算工作。镇党委书记袁瑞霞提出

明确要求，确保各村收入核算工作如
期、高效完成。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马沂峰
通讯员 潘丽霞

黄店镇召开脱贫攻坚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能入选后备干部我很激
动，感谢党组织和群众的信任，我一定
会积极参与村内事务，为家乡发展贡献
自己的力量！”万庄村33岁的王彦利在
入选为村级后备干部时表态发言。近
日，雁鸣湖镇采取自荐及组织推荐方

式，在全镇公开选拔村级后备干部。目
前，全镇 19个行政村已经筛选出了一
支过得硬、敢担当、能带富、会服务、善
治理的村级后备干部队伍。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马沂峰
通讯员 衡利敏

雁鸣湖镇开展村级后备人才选拔工作

本报讯 4月 13日，官渡镇组织第
一季度环境卫生整治集中观摩活动。
采取路观和集中汇报点评的形式进
行。观摩结束后，召开总结点评会。镇
党委委员、武装部长梅利宾进行点评。

镇党委书记段长海希望各村集中攻坚，
坚持常态化保洁，力争在“整洁”官渡向
“美丽”官渡转变上一个村也不掉队。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徐少杰
通讯员 李萍

官渡镇组织第一季度环境卫生整治集中观摩活动

本报讯 连日来，郑庵镇强力推进
违法建设整治。自拆为主，强拆为辅。
镇村干部动员违建户自行拆除，尽量减
少违建户损失，和谐推进违法建设拆
除。拆除一处，震慑一片。坚持违法建
设“零”补偿，对一些违建典型，与有关

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观摩评比，长效管
理。实行周观摩、月评比、年考核机制，
加大日常巡查、排查力度，保持违建“零
容忍”，做到发现一起、拆除一起。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徐少杰
通讯员 邓露露

郑庵镇强力推进违法建设整治工作

青年路街道
召开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开工动员会

本报讯 4月 12日，青年路街道办
事处召开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开工动员
会。各标段负责人分别提出遇到的问
题，办事处副主任宋鹏飞逐一进行解
答，相关站所负责人、相关县直单位分
别表态发言。办事处主任马振民提出
具体要求。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李淑娟
通讯员 鲁超

东风路街道
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本报讯 近日，东风路街道以“共
驻共建”3个清单为抓手，协同发力、联
合行动，筑牢辖区各领域安全生产防
线。加大消防安全隐患整治，4月份以
来，发现火灾隐患 42处，当场整改 35
处；筑牢食品安全基层基础。已创建
市级食品安全示范店3家，县级餐饮食
品安全示范店 14家；强化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加强工地施工安全监管。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徐少杰
通讯员 吴松林

广惠街街道
关爱残疾人生活状况

本报讯 近日，省残联组联部副部
长林济策及全国残疾人家庭收入状况
调查培训班一行到广惠街街道岗头桥
村进行现场调查，县残疾人联合会刘
超理事长和街道办事处主任张胜勇陪
同。调查旨在了解残疾人家庭的现状
与变化情况，精确掌握残疾人全面小
康水平的实现程度。
记者 张朝晖 通讯员 毛焕煊

刘集镇党建工作实行“双月自查”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