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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集镇开展平安建设
暨扫黑除恶工作培训会

本报讯 近日，刘集镇开展平安建
设暨扫黑除恶工作培训会，重点强调
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意义、阶
段目标、打击类别、犯罪形式等内容。
要求全体机关干部、各行政村党支部
书记认真学习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知
识，尽快熟悉业务，扎实做好群众宣传
发动、线索摸排搜集等工作。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徐少杰
通讯员 王晨

狼城岗镇召开
脱贫攻坚推进会

本报讯 5月 27日，狼城岗镇召开
脱贫攻坚推进会。镇纪委书记王高峰
宣读《关于调整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
员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各村各单位认
真学习、积极落实。镇党委书记白钢林
强调，扶贫工作是一项长期的常态化
工作，是一项民生工程，要做好做细做
扎实。帮扶责任人是最一线的扶贫人
员，要掌握好政策，多与贫困户进行面
对面的交流，量体裁衣进行帮扶。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马沂峰
通讯员 吴艳玲

官渡镇坚持“三到位”
做好防溺水工作

本报讯 近日，官渡镇在防溺水工
作中坚持“三到位”，取得较好效果。
宣传到位。组织村委利用公示栏、条
幅、广播开展防溺水宣传，做到家喻户
晓；督促学校确保防溺水宣传家长知
晓率达到 100%。警示到位。组织对
所有水域进行全面排查，做到不留死
角，在辖区河道、危险水域入口处的醒
目位置设立警示牌，教育、告诫学生珍
爱生命、预防溺水。巡查到位。充分
发挥河长制作用，明确要求，落实责
任，加强河道巡查力度；镇综治办组织
巡防队开展不间断巡逻，及时制止河
边钓鱼、戏水等危险行为。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王强
通讯员 李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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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牟县自然资源局
召开2019年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

本报讯 5月 25日，中牟县自然资
源局组织全系统干部职工召开 2019年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会议由局党组
成员、副局长张强主持。会上，该局副科
级干部王建峰宣读了《中牟县自然资源
系统 2019年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意见》。
局长刘国胜要求，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把全面从严治党各项任务落到实处；优
化机关效能建设，提升服务质量水平；强
化制度保障，优化阵地建设；加强宣传，
营造氛围；明确责任，齐抓共管。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李淑娟
通讯员 吴小丽

青年路街道
退役军人服务站

挂牌成立
本报讯 5月27日，青年路街道退役

军人服务站正式挂牌成立。街道主任
马振民、工会主席刘喜林参加揭牌仪
式。下辖8个行政村、4个社区村（社区）
服务站同步挂牌成立。为辖区 3719户
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悬挂光荣
牌逐步进行。借悬挂光荣牌之机，工作
人员走访慰问军人家属，积极宣传拥军
优属政策，进一步调动和激发退役军人
和广大现役官兵投身强国梦、强军梦的
积极性和创造性。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李淑娟 通讯员 朱华

东风路街道召开
环境污染防治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 5月27日，东风路街道组织
召开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推进会。街道党
工委委员、武装部长尚海彦宣读相关文
件，明确工作任务及职责。街道党工委
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张中锋提出三点要
求。街道党工委书记陈国岭表示，各村
（社区）、各相关站所、各相关人员要认清
严峻形势，克服松懈思想，在现有的工作
基础上加压奋进、再接再厉，确保环境污
染防治工作稳步推进。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崔合林 通讯员 屈鑫

广惠街街道坚决打赢
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

本报讯 5月27日，广惠街街道召开
环境污染防治攻坚工作推进会。街道党
工委副书记秦有福主持会议。街道党工
委委员、武装部长吕立场宣读《关于成立
街道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领导小组
的通知》。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
任张胜勇传达了郑州市环境污染防治攻
坚战第15次调度会精神，安排部署具体
工作。街道党工委书记王林祥强调，要
正视问题，认识再提升；要突出重点，标
准再严格；要狠抓落实，责任再夯实。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徐少杰
通讯员 魏志超

中牟县卫生防疫站受邀参加美国-中国-南非结核病项目2019年年会

共同关注结核病防治
本报讯 5月23日，中牟县卫生防疫站

站长潘守国等一行 7人赴上海参加美国-
中国-南非3国“采用生物标志物预测结核
病疗程”结核病项目2019年年会。

项目申办单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河南省胸科医
院、中牟县卫生防疫站等 6家中国合作单
位和南非开普敦5家合作单位共同参加了
年度会议。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Clif Barry主任、
项目负责人Ray Chen博士分别介绍了项
目意义和项目进展情况、数据和安全监察
委员会（DSMB）监察情况，Ray Chen博士
特别指出各合作单位招募速度明显加快，
有望在2020年7月完成招募。

中牟县卫生防疫站于 2017年10月启
动合作项目，正式开展受试者招募。目前已
经顺利招募33例患者，并按项目方案落实

治疗和管理，中牟现场已接受多次申办方
和第三方监查，项目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马沂峰
通讯员 吕亚男 文/图

本报讯 5月27日，郑庵
镇召开全域禁烧暨秸秆综
合利用工作推进会。副镇

长吕银军总结 2018年秸秆禁烧工作，对
今年的全域禁烧和秸秆综合利用工作进

行安排部署。镇党委常务副书记曹西峰
强调，要落实主体责任，要加大宣传力度，
全面清理可燃源，加强技防建设力度。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徐少杰
通讯员 邓露露

郑庵镇召开全域禁烧暨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 5月 25日，大孟镇召开城市
精细化管理（路长制）暨全面禁烧和秸秆
综合利用工作动员会。镇党委书记刘海
峰主持会议。镇长王振杰从全局高度分
别就为什么要开展、怎么开展、如何保障
三方面对大孟镇开展精细化管理工作做

出具体说明。刘海峰强调，全镇上下必须
以“动大手术、做大改变”的决心，以“水滴
石穿”的耐心，以“绣花功夫”“工匠精神”
全身心投入到精细化管理大会战中。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李淑娟
通讯员 张兵兵

大孟镇召开城市精细化管理
暨全面禁烧和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动员会

本报讯 5月 27日，姚家镇召开 2019
年全面禁烧和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推进
会。22个行政村的支部书记向镇党委、政
府递交《2019年全面禁烧和秸秆综合利用
目标管理责任书》。副镇长吕红坡宣读
《姚家镇 2019年全面禁烧和秸秆综合利
用工作实施方案》，对2019年夏季秸杆禁
烧和综合利用工作进行周密安排。镇党

委副书记、政协工委主任阎恒坡强调，各
村要高度重视，及时召开党员大会、联户
代表会议，组织党员干部、联户代表观看
禁烧宣传片。同时在村广播上进行宣传，
多形式、多样化宣传全面禁烧暨秸秆综合
利用工作。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马沂峰
通讯员 汪洋

姚家镇召开2019年全面禁烧和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 5月23日，雁鸣湖镇召开城市精
细化管理（路长制）暨全面禁烧和秸秆综合利
用工作动员会。镇人大主席王锋主持会议。
副镇长李磊传达《雁鸣湖镇2019年城市精细
化管理工作实施方案》等文件精神，并对秸秆
禁烧工作做了安排部署。镇长梁全峰对城市

精细化管理（路长制）暨全面禁烧和秸秆综合
利用工作提出具体要求。镇党委书记刘海玲
强调，要认识到位，明确任务；要坚持标准，压
实责任；要把握规律，形成体系。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马沂峰
通讯员 闫照刚

雁鸣湖镇召开城市精细化管理（路长制）
暨全面禁烧和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动员会

本报讯 为进一步深化“支部建设提升
年”工作，充分发挥各支部战斗堡垒作用，5
月23日，韩寺镇22个党支部分别开展“支部
强堡垒 党员争先锋”主题党日活动。活动
中，严格落实“3+X”模式，在集中交纳党费、
重温入党誓词、唱国歌等规定动作后，各党
支部书记带头学习《关于进一步推进“支部

强堡垒 党员争先锋”活动的通知》，通过无
记名投票选举出了1名“先锋党员”。向全体
党员发出动员令，号召党员立足本职，从自
身做起，做到一名党员一面旗帜，争当“先锋
党员”，从支部做起，争当“先锋党支部”。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马沂峰
通讯员 刘勇

韩寺镇开展“支部强堡垒 党员争先锋”主题党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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