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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全省县域卫生健康
工作座谈会在平顶山市召开。中牟县
副县长屈连武就中牟县县域卫生健康
工作作典型发言。近年来，中牟县委、
县政府以打造健康中牟为己任，积极

推动卫生健康工作由“以治病为中心”
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强力推进县
域综合医改，全面提升县域卫生健康
服务能力和水平，取得一定成效，受到
了国务院通报表扬，获评全国公立医

院改革示范县。
县卫生健康委主任姚国森表示，下

一步，将继续强化措施，切实加强紧密
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和乡村医生队伍建
设，确保医保政策衔接，强力推进县域

医疗中心建设，加快“健康中牟”建设，
为中牟都市田园新城建设提供更加坚实
的支撑。
中牟时报 马沂峰 实习生 王宇青
通讯员 薛院喜

中牟在全省县域卫生健康工作座谈会上作典型发言

全面提升卫生健康服务能力和水平

本报讯 8月 7日，中牟县 2019年普
通高中平行招生工作会议召开。县政
府办、县纪委监察委、县督查局相关人
员，县人大代表、县政协委员、学生家长
代表、电视台记者、各高中负责人等 40
余人参与。整个录取过程程序规范，公
开透明，平行分配随机。各高中最终录

取总人数为：中牟一高录取 1246人，中
牟二高录取 1031 人，中牟四高录取
1039人，弘毅高中录取 728人，中牟三
高录取 702人，全县共计录取 4746人。
录取最低分为 410分。低于此分数的
考生将不能被普通高中录取。
中牟时报 李淑娟 通讯员 袁云亮

中牟县召开
2019年普通高中平行招生工作会议

本报讯 近日，中牟县第十四届人大常委
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县审计局受县人
民政府委托所作的《2018年度中牟县本级
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工作报
告》，对报告给予充分肯定。会议认为，县审
计局对2018年度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
收支情况依法开展审计工作，反映了财政管

理、部门预算执行、重大政策落实、重点专项
支出、重点领域资金使用等重大政策落实，
原因分析透彻，建议很有价值，充分发挥了
审计工作在推动中牟县经济社会健康、快速
发展中的审计监督和服务作用。
中牟时报 马沂峰 实习生 王宇青
通讯员 赵冰

中牟县审议通过县本级预算
执行审计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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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 5日，刘集镇对辖区 6
家无证幼儿园进行摸底排查。8月 20
日之前将对无法取得办证条件以及存
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幼儿园坚决予以取
缔。刘集镇成立由教育、公安、消防、卫

生健康等相关部门组成的联合执法组，
对在规定期限内未整改或整改后仍达
不到基本办园条件的幼儿园将依法进
行强制查封。
中牟时报 徐少杰 通讯员 马娅平

刘集镇推进无证幼儿园取缔专项治理工作

本报讯 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郑
庵镇降水量创近年来新高。8月 6日，
郑庵镇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开展灾情巡
查，防汛抢修。迅速对接供电、电信等
部门，及时恢复电力、通信运转；针对

农作物受损，及时与保险公司对接，督
促补偿金发放；针对村内道路淤泥、积
水情况，及时安排相关人员进行清理
抽取积水；针对轩城、盛和社区部分管
网堵塞、车库积水等情况，迅速组织安

排物业管理人员维
修和疏通等。尽最
大努力保障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中牟时报 徐少杰 通讯员 邓露露

郑庵镇做好强降雨天气防汛救灾工作

本报讯 8月 5日，狼城岗镇召开村
庄清洁行动喜迎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工
作推进会。会议通报狼城岗镇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进展情况，要求
各行政村要积极推进，确保完成2020年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目标任务。

会议要求，党员干部、联户代表要发挥好
示范作用，调动群众参与的主动性、积极
性，以优异的成绩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
中牟时报 马沂峰
通讯员 杨斐

狼城岗镇开展清洁行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本报讯 8月 5日，雁鸣湖镇组织召
开河南政务服务网注册宣传工作动员
会。会议对注册宣传工作进行具体安
排。各行政村、各站所要传达会议精
神并做好工作安排，确保注册宣传工
作落实到位；各行政村要利用广播、微
信群、宣传海报等方式进行宣传，提高

“互联网+政务服务”社会认知度和群
众认同感；各村便民服务站要切实做
好注册引导工作，引导群众“多注册、
多登录、多办事”，让辖区群众享受一
站式的“政务淘宝网”服务，真正实现
“上一张网，办所有事”。
中牟时报 马沂峰 通讯员 路倩

雁鸣湖镇召开河南政务服务网注册宣传工作动员会

黄店镇
开展“清洁家园”活动

本报讯 8月3日，黄店镇组织镇
班子成员、党员志愿者、村组干部、环
卫工开展“清洁家园”活动，对黄店镇
村道路沿线、背街巷道、房前屋后的
沟渠进行全面卫生清扫，向广大村民
做环保宣传，倡导大家养成良好生活
习惯，营造整洁、优美、健康、和谐的
农村人居环境。
中牟时报 马沂峰 通讯员 郝世杰

韩寺镇
全力做好防汛工作

本报讯 近日，为应对汛期突发
状况，确保群众人身财产安全，韩寺
镇积极行动，全力做好防汛工作。要
求全体机关干部和村干部增强防汛
意识，积极主动投入防汛工作，做到
雨前有排查，雨中有防范，雨后再排
查。积极开展应急演练，备足防汛物
资，确保防汛物品充足。迅速启动内
河防汛应急预案，严格落实 24小时
值班制度，手机保持联系畅通，及时
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天气变化，确保
安全度汛。
中牟时报 马沂峰 通讯员 冉奉婷

万滩镇
开展工地食堂监督检查

本报讯 8月7日，万滩镇食药所
到位于万滩镇十里店的碧桂园工地
食堂开展监督检查。针对发现的问
题，执法人员督促食品安全负责人要
提高食品安全风险意识，重点关注原
材料进购、半成品储存等高风险环
节，制定好本单位食品安全制度，加
强后厨操作人员培训等。
中牟时报 马沂峰 通讯员 王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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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路街道
开展电动三轮四轮车
禁行宣传活动

本报讯 8月 6日，青年路街道召
开电动三轮、四轮车禁行工作部署动
员会。会议要求各村、社区、各有关
单位迅速展开动员，扩大范围宣传，
发放宣传彩页、粘贴公告，做到家喻
户晓，确保相关政策讲解落实到位。
会后，各村、社区迅速行动，张贴通告
800余张，发放宣传单1万余份。
中牟时报 李淑娟 通讯员 孟伟

东风路街道召开探索创
造2019年度扫黑除恶
排头兵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 8月 5日，中牟县东风路
街道召开探索创造中牟县 2019年度
扫黑除恶“排头兵”工作推进会。会
议要求，各村、社区、相关站所要严格
按照方案，认真开展扫黑除恶“排头
兵”工作，各村、各社区支部书记为创
建工作第一责任人，要亲自参与、亲
自安排、亲自部署，深入摸索涉黑涉
恶线索，做好信息及时上报、问题及
时反馈工作，加大宣传力度，丰富宣
传形式，全力以赴推动全街道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
中牟时报 崔合林 通讯员 尚文龙

县政协到广惠街街道
集中走访联系政协委员

本报讯 8月 7日，中牟县政协领
导到广惠街街道集中走访联系政协
委员，召开座谈会。会议要求：要提
升素质，提高参政议政能力，了解党
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围绕党的政策履
职；要敢讲话、讲真话、讲实话，有问
题要提，有建议要说，提到点上，说到
正路上；要勤动手，多联系群众，多收
集社情民意，多考察，多了解，多写提
案建议。
中牟时报 实习生 崔一硕
通讯员 马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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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 5日，姚家镇召开平安
建设、信访稳定及扫黑除恶工作推进
会，就探索创造中牟县 2019年度扫黑
除恶“排头兵”工作和重大不稳定因素
排查以及特定利益群体“四定四包”台

账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要求，各行
政村要抓紧落实特定利益群体名单和
排查重大不稳定问题，各站所要做好信
访稳定工作，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
出镇。中牟时报 马沂峰 通讯员 刘松奎

姚家镇召开平安建设、信访稳定及扫黑除恶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 8月 1日，刁家乡组织召开
省级贫困村村容户貌现场观摩会，旨在
以省级贫困村、重点贫困户为切入点，深
挖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
针对性地进行现场分析研判，为开展人
居环境精细化治理打下良好基础。对辖

区8个省级贫困村村容村貌及贫困户户
容户貌进行逐村入户观摩。党委书记姬
会杰要求各村建立乡、村、责任人三级联
动机制，责任落实到人，帮扶到户，以点
带面，全面推进人居环境品质提升。
中牟时报 马沂峰 通讯员 李记伟

刁家乡召开省级贫困村村容户貌现场观摩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