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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 3日，狼城岗
镇召开2019年第二季度党建+
逐支部观摩点评会。镇武装
部长李少波就第二季度党建+
逐支部观摩情况作出评价，提
出几点意见和要求。副镇长
田永增点评村容户貌观摩情
况，通报各村村容户貌排名情
况。镇党委书记白钢林强调，

党建+逐支部观摩活动要形成
常态化来抓，对于观摩中提出
的问题，要抓紧时间整改，在
整改中反思，在反思中进步，
进而促进狼城岗镇各项工作
全面提升。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马沂峰
通讯员 杨斐

狼城岗镇召开党建+逐支部观摩点评会

本报讯 6月 3日，韩寺镇
召开农村污水改厕工作推进会。

镇武装部部长李欣宣读
《中牟县农村户用厕所改造工
作实施方案》文件精神，要求
镇创建办对各村做好工作指导
和督查。镇党委书记郭宏领表
示：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

担当，全面抓好落实；要强化沟
通，全力推进污水治理和改厕
工作；要倒排时间节点，强化督
查，确保污水治理和改厕任务
顺利完成。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马沂峰
通讯员 李小瑞

韩寺镇
召开农村污水改厕工作推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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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路街道
召开2019年
普通高招安全
保障工作会

本报讯 6月 3日，青年路街
道办事处召开普通高招安全保障
工作会。会议要求，相关站所、村
和社区各司其职。食药监所做好
各个考点、考生就餐的食堂和外
来巡视员监考人员就餐的宾馆的
食品安全保障；执法中队保障考
生乘车路线两侧无经营摊贩，考
点周围无噪音干扰；巡消防办加
强辖区四个考点周围治安巡逻，
提高见巡率，确保考点周边社会
环境安全；西街、西关、自由街、邢
庄四个村和七个社区须提前告知
考点周围群众，考生乘车经过路
线须限行限停，考点周围无噪音
干扰。考点周围的西关诊所、泰
安商城、恒大商城、乙炔厂家属
院、北环车霸润滑油等单位和企
业在高考期间暂停服务和营业，
确保高招考试顺利进行。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李淑娟
通讯员 周梦莹

东风路街道召开
平安建设暨扫黑除恶
宣传工作加压推进会

本报讯 6月 3日，东风路街
道召开平安建设暨扫黑除恶宣传
工作加压推进会。街道党工委副
书记蒿永杰安排平安建设和扫黑
除恶宣传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办事处主任张中锋强调，要加大
宣传力度，多渠道方式宣传；要高
度重视，树立大局意识、危机意
识、责任意识；要大力加强社会综
合治理，推进街道社会综合治理
体系建设向纵深发展，严密防范
黑恶势力滋生；将平安建设与扫
黑除恶相结合，从源头上消除黑
恶势力，真正做到“有黑扫黑、无
黑除恶、无恶治乱”，进一步提高
辖区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崔合林
通讯员 石洋

广惠街街道
开展端午节主题活动

本报讯 6月 4日，广惠街街
道组织志愿者在紫藤嘉园小区开
展“粽叶飘香过端午 幸福和谐邻
里情”端午节主题活动。小区居
民分工协作，有的负责剪粽叶，有
的负责包粽子，还有的负责绑绳
子，大家边包边拉家常，整个活动
现场其乐融融。活动持续了两个
多小时。粽子煮好后，一个个形
状各异却充满竹叶香的粽子让人
垂涎不断，温馨不已。工作人员
将煮熟的粽子送到了小区残疾人
及孤寡老人家中。此次活动，使
居民感受到了和谐社区大家庭的
温馨和浓浓的节日气氛。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王强 通讯员 魏志超

河南省著名作家采风团
到刘集镇采风

本报讯 5月31日，由中牟
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举办的
“2019著名作家看中牟采风活
动”著名作家团到刘集镇开展
采风活动，旨在组织作家深入
生活、贴近现实，体验刘集镇
特色旅游资源、文化创意产
业，感受近年来刘集镇城乡面
貌发生的巨大变化，促进新时
代中牟文学事业的繁荣与发
展，进一步提升中牟的知名
度、美誉度和文化影响力。

采风团一行先后参观了
文创园管委会游客服务中心、
华强文化产业园、绿博园、晨
阳路学校。每到一处，采风团

成员有的向讲解员详细了解，
有的拿起相机进行拍摄。大

家都情不自禁地对刘集镇的
文化旅游产业和新型城镇化

建设成就竖起大拇指。
镇党委常务副书记李恒

对采风团的到来表示热烈欢
迎，并带领大家参观了刘集镇
绿博家苑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同时向采风团成员介绍
了刘集镇近几年的发展历
程。李恒表示，希望各位作
家能够通过这次采风活动，
充分挖掘刘集的文化历史，
创作出一批带有刘集特色的
作品，面向全社会广泛推介刘
集，从而更好地推动刘集旅游
事业的蓬勃发展。
记者 张朝晖
通讯员 袁飞 郝梦迪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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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中牟县教
育体育局副局长吴玉杰、体卫
艺科科长王刚一行到 2019年
中牟县高考涉及考点学校进
行实地考察指导。

吴玉杰要求餐饮公司务

必高度重视高考前的饮食卫
生工作，切实保障师生用餐质
量。吴玉杰希望广大学子备
考期间吃好、喝好、休息好、复
习好，调整到最佳状态，发挥
出最高水平，考到最理想的学

校。他还深情分享了自己《高
考前写给爱女的一封信》，从
“爱校尊师、平和心态、充满自
信、科学应试、注意身心”等方面
进行引导。吴玉杰一行在学校
餐厅与同学们一起共进午餐，零

距离感受高考生
活，并与师生们亲
切交流。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李淑娟
通讯员 袁云亮

大孟镇
组织镇村干部赴兰考参观学习

本报讯 近日，大孟镇组
织全体机关干部和各村支部书
记，分两批赴兰考县参观学习。

在焦裕禄烈士陵园，镇党
委书记刘海峰、镇长王振杰
分别代表镇村两级党员干
部向焦裕禄同志敬献花圈，
并带领镇村两级党员干部
成员重温入党誓词，表达对
焦裕禄同志的憧憬敬仰之
情以及永葆初心，牢记使命
的坚定信念。

在张庄美丽乡村、五农好
集团、仪封乡代庄村、仪封乡

爱心美德公益超市等地，镇村
两级党员干部成员充分感受
到了兰考近年来的变化。镇
村两级党员干部成员纷纷表
示：兰考的脱贫攻坚，产业扶贫
以及城乡建设模式，具有重要的
借鉴和参考意义。下一步，要让
焦裕禄精神在大孟镇党员干部
心中生根发芽；要从兰考脱贫事
例中吸取经验，大力发展集体经
济，以产业促进脱贫攻坚。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李淑娟
通讯员 张兵兵

本报讯 6月3日，官渡镇
在邵岗村召开创文工作现场
会。镇人大主席张兆祺表示：
一要高度重视，积极谋划；二
要紧盯目标，抓实抓细；三要
注重结合，协调推进。会后，
参观邵岗村一站式便民服务大
厅、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学雷
锋志愿者服务站、一约五会办

公室、文化各功能室建设和先
进典型宣传，认真听取邵岗村
负责人就文明创建工作的先
进经验做法介绍。学习结束
后，各村指定专人负责精神文
明创建工作，确保能够按照时
间节点完成创建任务。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徐少杰
通讯员 姚张丽

官渡镇召开创文工作现场会

本报讯 6月3日，郑庵镇召
开以案促改暨干部作风整顿
大会。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谢继周宣读《郑庵镇以案促改
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要
求全体参会人员强化责任意
识、纪律意识、规矩意识，积极
开展以案促改大承诺、大整

顿工作。镇党委常务副书记
曹西峰表示,要讲政治，坚定
理想信念；要讲党性，正确履
职尽责；要讲纪律，时刻慎独
慎微；要讲品行，端正思想作风。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崔合林
通讯员 邓露露

郑庵镇召开以案促改暨干部作风整顿大会

雁鸣湖镇
召开大气污染防治暨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本报讯 6月4日，雁鸣湖
镇召开大气污染防治暨安
全生产工作会议。镇党委委
员、组织员、人大副主席朱兆峰
安排线性工程大气污染防治
和安全生产工作。镇党委委
员、副镇长朱永林对镇域大
气污染防治暨安全生产工作
进行安排部署。镇派出所

所长王庆伟安排依法处理违
规企业工作并领学相关法律
法规。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梁全峰表示：高度重视，深化
思想认识；加强巡查，问题及
时交办；严格督查，落实惩处
措施。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马沂峰
通讯员 高永辉 李敏

姚家镇召开2019年防汛抗旱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 6月 3日，姚家镇

召开2019年防汛抗旱工作推
进会，镇党委书记周国富，镇党
委副书记、镇长郝宏彬，镇包村
领导、22个行政村支部书记以及
全镇机关干部参加，会议由副镇

长吕红坡主持。会议强调：要统
一思想，高度重视；要强化领导，
落实责任；要组织有序、全力
应对。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马沂峰 通讯员 张振

县教体局考察指导2019年中牟县高考涉及考点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