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孟镇
召开安全生产集中整顿
暨大气污染防治会议

本报讯 3月25日，大孟镇召开安全
生产集中整顿暨大气污染防治会议。
镇长王振杰、副镇长张凤兰、副科级干
部孙天水、派出所所长王建坤及大孟镇
辖区内所有施工工地和企业项目负责人
参加。会上，孙天水宣读大孟镇人民政府
关于开展安全生产集中整顿活动的通
知。王建坤根据近期全国发生的安全事
故讲解安全生产注意事项。王振杰表示，
各施工工地及生产企业负责人要高度重
视，从近期发生的各项事故中吸取教训；
要开展全面自查，利用一周时间逐项排查
安全隐患；要严督查严检查，对辖区内施
工工地、生产企业开展“大检查、大整治”
活动，以检查促整改，确保整改时效。
中牟时报 李淑娟 通讯员 张兵兵

狼城岗镇
召开专项扶贫资金项目
实施方案专家评审会

本报讯 3月 27日，狼城岗镇召开
2019年专项扶贫资金项目实施方案专
家评审会。会议由镇纪委书记王高峰
主持，镇党委书记白钢林出席，涉及项
目 7个村的驻村第一书记和支部书记、
南仁村党委书记参加。与会专家逐一
听取中北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等6家
公司分别对12个项目设计方案的汇报，
查看相关资料，提交评审意见和建议。
白钢林表示，产业发展要结合全镇布
局，以“因地制宜、发挥优势、突出特色、
壮大产业”为指导，发挥特色效应，项目
设计及实施要充分考虑生产生活安全，
充分带动群众，特别是贫困群众参与发
展，以扶贫项目为抓手，带动全镇产业
升级发展。
中牟时报 郭倩楠 通讯员 赵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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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27日，中牟县召开 2019
年全县综合医改暨基层卫生工作会。
县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姚国森，
党组副书记毛广志，副主任申进强、
刘敏、张富德出席会议。

会上，张富德作综合医改和基层卫
生工作报告，总结 2018年全县综合医改
和基层卫生工作，部署 2019年和今后一
个时期全县综合医改和基层卫生工作改
革发展新任务。刘敏宣读综合医改先进
集体和先进个人的表彰决定。申进强宣
读基层卫生工作先进集体、优秀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团队和优秀乡村医生的表彰
决定，并对 2018年度中牟县综合医改和
基层卫生工作先进集体、中牟县优秀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代表和中牟县医改
工作先进个人代表、优秀乡村医生代表
进行颁奖。

姚国森要求，各单位要认真传达会
议精神，明确今年工作重点，抓住关键环
节，狠抓任务落实。中牟县卫生健康事
业正处在一个新的起点，改革与发展的
任务十分艰巨。要做到突出改革为民，
确保完成年度医改重点工作任务，坚持
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撸起袖子加油干、迈开步子往前赶，
推动全县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开创新
局面、人民群众健康水平再上新台阶。
中牟时报 马沂峰
通讯员 薛院喜 文/图

中牟县召开综合医改暨基层卫生工作会

青年路街道
召开安全生产
“大暗访、大排查、
大整治、大执法”
工作动员会

本报讯 3月 27日，青年路街道召
开安全生产“大暗访、大排查、大整治、
大执法”工作动员会。

街道人大工委主任刘瑞玲宣读了
《关于成立青年路街道安全生产大暗
访、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工作组及
相关办公室的通知》；街道办事处副主
任刘军辇、宋鹏飞分别就食药监管、消
防安全进行部署安排。

街道办事处主任马振民表示，要加
强企业主体责任，同时加强对辖区道
路交通安全、消防安全、建筑施工安全
等 6 项安全基础性工作的规范与落
实。各村（社区）责任人针对此次排查
工作递交目标责任书。青年路派出所
所长卢勇等 5位同志分别做表态发言。

街道党工委书记申永强表示，要统
一思想，提高政治站位，严格落实主体
责任、监管责任、督导责任；要加强组织
领导，科学安排；要从严落实责任追究，
详细跟进各项工作；要对12个工作组会
议落实、人员分工等情况进行督导，每
周评优评差，务实求真，确保工作实效。
中牟时报 李淑娟
通讯员 周丹丹

广惠街街道
第二期形象礼仪培训班
开班

本报讯 3月 26日，广惠街街道第
二期形象礼仪培训班在毕虎村委会开
班。培训内容包括面部皮肤护理、美容
穴位按摩、化妆造型、盘发造型、服饰整
体搭配、形体管理与礼仪等。

培训课上，老师授课内容丰富、生
动形象，学员们认真学习，热情高涨。
此次培训秉承“搞好职业技能培训，促
进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宗旨，让辖区群
众掌握专业技能，增强就业竞争力，使
更多群众生活更有奔头。广惠街户籍
居民免费参加培训，培训结束后发放合
格证并推荐就业。
记者 张朝晖
通讯员 李静

本报讯 3月 26日，雁鸣湖镇召开
2019年工作会议。镇人大主席王锋宣
读《雁鸣湖镇人民政府关于表彰 2018
年度综合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
决定》，对 2018年工作突出的先进行政
村、站所和个人进行表彰。魏岗村、西
村、镇党政办、农办负责人作为先进村、
进步较大的村、先进站所、进步较大的
站所做典型发言。

镇党委副书记梁全峰对 2018年工
作进行总结，对 2019年重点工作进行
部署，对基层干部提出具体要求。镇
党委书记刘海玲对基层干部提出希望
和要求，要有为民办事的真心。要怀
有一颗公心，为群众谋利益，真心实
意地为群众办事。要有为民办事的能
力。各级干部只有不断提升自身素
质，提高为民办事的本领，才能真正

地为民解忧，带民致
富。要有为民办事的
行动。努力为集体经
济发展谋出路，为村级
项目落地铺好路，为群众增收致富想
门路，一步一个脚印地展现基层干部的
新作为。
中牟时报 马沂峰
通讯员 王恒超

本报讯 3月27日，刘集镇组织召开
2019年经济工作会暨“六个刘集”建设
动员会，贯彻落实省、市、县相关会议精
神，回顾总结全镇 2018年经济工作，动
员部署 2019年工作。大会由镇党委副
书记、政协工委主任王坤主持。

镇党委委员、副镇长王勇宣读《关
于表彰 2018年度全镇先进单位和先进
个人的决定》和《关于表彰奖励 2018年
度优秀企业的通报》，对表现突出的先
进单位、先进个人及优秀企业进行表彰
奖励。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周国富要求，
要突出产业引领。切实践行尊商、亲
商、安商、惠商理念，秉持干净清爽政商
关系，支持企业项目建设和生产经营，
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要突出社区提

升。本着便民、利民、为民的思路，完善
社区功能设施，科学丰富社区植被，四
季常绿、花草绕城，引导群众爱绿护绿，
建设花园社区。要突出民生福祉。倡
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社区居
民全民健身活动，力争集人防与文娱健
身为一体的社区广场尽快开建启用。
要突出生态文明。结合国家卫生镇创
建，实现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常态化，开
展净水、净土行动，坚决清理“小散乱
污”企业，坚决清理白色垃圾和积存废
弃物，建设天蓝地绿水清大美刘集。要
突出安全稳定。持续抓好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发挥社区民警作用，加大扫黑
除恶力度，提高群众安全感、幸福感。
记者 张朝晖 实习生 徐少杰
通讯员 王新托

本报讯 3 月 25 日，郑庵镇召开
2019年脱贫攻坚工作推进会。副镇长
吕银军对开展脱贫攻坚“结对帮扶、取
长补短”活动的背景、意义进行介绍，提
出具体要求。镇党委常务副书记曹西峰
表示,要高度重视。2018年全镇的建档
立卡户已全部脱贫，集中 3年时间巩固
提升，要克服麻痹思想，充分认识到
位。开展常态化走访慰问。要求各帮

扶责任人持续开展常态化走访慰问，时
刻掌握低收入户情况，党员坚持结对帮
扶，及时帮助低收入户解决困难，提升
群众满意度。党建助力扶贫。将脱贫
攻坚、村容村貌和户容户貌整治作为规
定动作纳入党员活动日，开展“双述双
评”活动，确保 2019年扶贫工作再上新
台阶。
记者 张朝晖 通讯员 邓露露

本报讯 3月23日，官渡镇召开第四
届党员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总结镇四
届二次党代会以来各项工作，审议确定
2019年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来自全
镇各条战线的 151名党代表和 33名列
席人员参加会议。大会听取和审议通
过了镇党委书记段长海所作的题为《党
建引领 全民动员 为官渡乡村振兴努

力奋斗》和镇纪委书记郭松梅代表镇纪
委所作的《聚焦主业主责 坚持真管真
严 扛起全面从严治党监督责任》的工
作报告。会议通过了《党委工作报告》
和《纪委工作报告》决议。大会收到代
表提案27件。
记者 张朝晖
通讯员 李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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