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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 24日，雁鸣湖
镇召开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
次会议。会议听取和审查了镇人大
主席团工作报告，审查了镇2017年
财政收支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和

2018年财政预算草案，大会选举
产生了镇人大主席团副主席
朱兆峰，朱兆峰向宪法宣誓。镇
党委书记刘海玲提出要求。
中牟时报 马沂峰 通讯员 王恒超

本报讯 3月 23日，2018年
中牟县十件重点民生实事新闻
发布会举行。县政府办公室主
任李有忠介绍了十件重点民生实
事的基本情况。县人社局、县房
管局、县新村办、县供电公司、县
住建局、县提质办、县综治办、县
教体局、县卫计委等相关负责同
志出席发布会并现场答记者问。

2018年中牟县十件重点民
生实事分别为：实施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工程，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实施农村村内道路提升工

程，方便群众出行；实施城区电
网升级改造工程，提高供电保障
能力；改造提升一批老旧小区，
优化城区居民居住环境；“一城
两园”建成（开放）公厕 100座以
上，缓解群众如厕难；新建续建
中小学 11所，加快解决“大班
额”问题；建设公共安全视频监
控系统，保障群众人身财产安
全；加强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
促进就业创业；对重点人群开
展免费“三高”检测，提高慢性病
预防与管理水平；建成牟山公园

（三刘寨引黄灌区调蓄工程）并
免费开放，增加居民休闲活动场
所。

在今年的十大民生实事谋
划中，中牟县坚持“尊重民意、普
惠共存，突出重点、注重实效”的
原则，组织多次论证，确定了涉
及乡村振兴、县城提质、教育医
疗、生态建设等方面的十件重点
民生实事，总投资21.27亿元。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马沂
通讯员 程鹏

本报讯 3 月 23 日，县长
楚惠东主持召开中牟县政府第
15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了环
境污染防治、脱贫攻坚、安全生
产工作汇报，审议通过了《中牟
县创建河南省食品安全示范县
工作实施方案》《中牟县关于加
强农药安全管控工作实施方
案》《中牟县 2018年老旧小区

整治改造和物业管理实施方
案》等事项。

会议指出，2018年，环境污
染防治工作要把握重点、综合施
策、强化责任、统筹推进，坚决打
好大气、水、土壤三大环境污染
防治攻坚战、持久战，实现经济
社会发展和环境质量双提升；脱
贫攻坚要突出“五个重点”、抓好

“十五项工作”，切实提高贫困群
众生活条件、生活质量；安全生
产要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加强
安全生产检查、监管、挂牌督办、
整治力度，实现“三下降一杜
绝”，促进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
续稳定好转。
记者 张朝晖 通讯员 张效强

本报讯 3 月 22 日，县长
楚惠东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巡
查黄河（中牟段）河道。在九堡
控导 119坝、万滩镇安庄、雁鸣
湖镇司口村、狼城岗镇青谷堆
村，楚惠东听取了河务局和沿
黄三镇河长制工作开展情况的
汇报，并实地察看了黄河堤防

背河生活垃圾、违章建筑等问
题的整改及九堡险工 117坝应
急度汛项目施工情况。

楚惠东要求，各相关乡镇
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按
照要求积极开展巡河，认真排
查，发现问题及时交办、限期整
改，纳入整改台账；县河长办要

进一步完善工作制度，强化督
促、检查和指导，定期不定期
对乡、村两级河长制工作落实
情况、交办问题整改情况等进
行检查抽查，严格落实工作要
求，切实统筹好河长制的各项
工作。
记者 张朝晖 通讯员 张效强

本报讯 3月 26日，中牟县
2018年文化旅游工作暨河南省
旅游标准化示范县创建动员会
召开。会议由县委常委、宣传部
长任大同主持。县领导王朝杰、
屈连武、田金锁参加会议。

会议对 2017年度全域旅游
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企业，2017
年度文化工作先进集体、先进经
营单位以及先进个人，优秀基层

文化管理员、优秀文艺演出志愿
者进行了表彰。各乡镇（街道）
负责人递交了文化工作目标责
任书。

副县长屈连武全面总结了
2017年文化旅游工作,并安排部
署 2018年文化旅游以及创建省
级旅游标准化示范县工作。

任大同指出，各级各相关单
位要迅速行动，积极营造文化旅

游建设的强大声势。要严格落
实各项任务，开启省级旅游标准
化示范县创建大会战，并加大组
织保障力度，凝聚文化旅游发展
强大合力。

王朝杰强调，要把握住全域
旅游新时代的到来，通过产品打
造，优化公共服务，形成中牟独
特的文化旅游品牌。
记者 张朝晖 通讯员 张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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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中牟文化旅游品牌

■速览

本报讯 近日，中牟县第十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
听取和审议了县政府关于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情

况的报告。近年来，县政府及
卫生部门积极推进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务实工作，中牟被
评选为河南省唯一的国家级

公立医院改革示范县，并受到
国务院表彰。
中牟时报 李淑娟
通讯员 王振华

中牟县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本报讯 3月26日，狼城岗镇
召开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
会议。会上，镇长胡何林做政府工
作报告，镇财政所所长李运长做
2017年镇财政收支报告。代表们

听取、审议并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
人大主席团工作报告、财政预决算
报告，并提出了一系列议案和建
议。镇党委书记路彦伟提出希望。
中牟时报 马沂峰 通讯员 吴艳玲

狼城岗镇
召开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雁鸣湖镇
召开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本报讯 3月 28日，刘集镇
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
会议召开。该镇党委常务副书
记李恒在会上说，一年来，镇人
大主席团和全体代表紧紧围绕
县委、镇党委中心工作，做了大
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全镇经济
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李恒号召，2018年，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是人大工作永恒的
主题。镇人大要紧紧围绕镇党
委决策部署，充分发挥人大主席
团和人大代表在推动改革发展
稳定的职能优势和积极作用，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的
组织保证。
记者 张朝晖
通讯员 王新托 杨芳芳

郑庵镇
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召开

本报讯 3月 28日，中牟县
郑庵镇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召开。会议期间，
代表们听取审议并讨论通过了
《郑庵镇政府工作报告》《郑庵
镇人大主席团工作报告》和《郑
庵镇 2017年度财政预算执行
情况与 2018 年财政预算（草

案）的报告》。
大会选举谢继周为郑庵镇

人民政府镇长，杜县府为郑庵镇
人民政府副镇长，赵青梅为郑庵
镇人大主席团副主席，新当选的
镇长、副镇长、人大副主席分别进
行了宪法宣誓，并做表态讲话。
记者 张朝晖 通讯员 田慧

中牟国土资源局
志愿者参与植树活动

本报讯 近日，为进一步美
化环境、践行雷锋精神，中牟县
国土资源局局长吴文鑫带领局
青年志愿者，携带铁锹铁镐和
400余棵树苗来到国土局精准

扶贫村——刁家乡沃孙村参加
植树活动。此次活动增强了大
家关心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建
设美好家园的意识。
中牟时报 李淑娟 通讯员 赫媛媛

姚家镇
召开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本报讯 3月24日，姚家镇召
开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
会议。会议听取并审议了镇长
郝宏彬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人
大主席郭岚玉做的《人大主席团
工作报告》以及财政所所长郝芳

同志提交的《2017年财政预算执
行情况和2018年财政预算（草案）
的报告》，并通过各项决议。选举
产生胡巧红为姚家镇人大副主
席。镇党委书记周国富提出希望。
记者 张朝晖 通讯员 何国普

刁家乡
召开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本报讯 3月25日，中牟刁家
乡召开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三次会议。乡长姬会杰向大会做
政府工作报告，乡人大主席蔡智勇
向大会做人大主席团工作报告，

大会选举产生了乡人大副主席尚
军胜，尚军胜向宪法宣誓。乡党
委书记姚国森提出3点意见。
中牟时报 马沂峰
通讯员 孙军强 邢永辉

刘集镇
召开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