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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加强生命健康教育，普
及应急救护知识，7月8日，大孟镇邀请
县人民医院主要领导及专业技能人员
开展健康促进项目（心肺复苏技能）培
训指导，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王振杰，党

委委员、副镇长张凤兰及全体机关干部
参加培训。县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杨
栓葆医师讲解心肺复苏相关理论知识
并进行现场演示。
中牟时报 李淑娟 通讯员 张兵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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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 8日，中牟县紧密型
县域医共体建设工作启动会在县卫
生健康委召开。

县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张富德宣
读《县委办公室 县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中牟县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
实施方案的通知》《中牟县深化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
成立中牟县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管理
领导小组的通知》等文件，对下一阶

段县域紧密型医共体建设工作进行
分工部署。

县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
姚国森强调，全县医共体建设工作迫
在眉睫，是今年医改工作的重中之
重，各医疗单位务必要高度重视，狠
抓落实，全力推动医共体建设工作尽
快取得实效。
中牟时报 马沂峰 实习生 王宇青
通讯员 薛院喜

东风路街道
携手沿街商户
共同开展“路长制”工作

本报讯 连日来，东风路街道“路
长制”工作如火如荼持续开展。7月9
日上午 10时，在解放路小学院内，30
多名沿街商铺店主、工程施工方、小区
物业等再次召开东风路街道民康路
段、陇海路段商户联合会。分别对陇
海路东段、派出所东小路、明德路、永
乐路、文明路展开集中整治行动，对遗
留问题进行反复治理，辖区路段环境
有明显改善。
中牟时报 崔合林 通讯员 邢小玲

广惠街街道
占杨村人民调解委员会
工作受好评

本报讯 7月 9日，郑州市司法局
局长张江涛等一行 5人到广惠街街道
占杨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调研工作，详
细了解人民调解及社区矫正等工作的
开展情况，查阅社区矫正、安置帮教、
矛盾排查等相关的档案资料，听取占
杨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副主任刘爱玲的
工作汇报及今后的工作打算。张江涛
对占杨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给予充分肯
定，希望在今后工作中不断增强自我
学习意识和联合调处观念，遇事不拖
拉、不回避、不推诿，做到小事不出村，
大事不出街道，矛盾不上交。
中牟时报 王强 通讯员 吕鹏瑞

本报讯 7月 9日，河南省水利厅副厅
长戴艳萍一行 5人到中牟县调研“四水同
治”和生态水系建设工作。郑州市水利局局
长张胜利、副局长刘德坡等人及中牟县副县
长杨书立、县水利局局长樊守峰陪同。

调研组在贾鲁河大王庄弯道、瓦灰郭
桥、北三官庙断桥处实地查看河道情况，听
取贾鲁河中牟段建设情况汇报。随后，在
县水利局6楼召开座谈会。

戴艳萍对中牟县水利建设工作表示肯
定。她表示，中牟县连续获得红旗渠精神杯
竞赛先进县，工作基础较好；中牟县“四水同
治”和生态水系工作领导高度重视、顶层设
计到位、谋划项目积极主动，工作推进有力。

戴艳萍要求，要做好贾鲁河蓝线、绿线
工程的后期工作，加强智慧河流建设，保障
工程长久发挥效益；要以河长制为抓手，加
强河湖岸线保护，强化河湖管理；要做好水
源调配工作，制定贾鲁河水量调配计划，持
续加强中水提质处理，做到合理调度；要坚
持节水优先，做好水资源的配置与规划，推
动节水型社会建设。

杨书立表示，中牟县将以此次调研为
契机，深入贯彻落实省水利厅、市水利局提
出的要求，把“四水同治”工作抓实、抓细、
抓牢，努力推动中牟水利事业迈上新台阶。
中牟时报 马沂峰
通讯员 胡新凤 刘淑娟

省水利厅调研中牟
“四水同治”和生态水系建设工作

本报讯 7月 11日，中牟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在姚家镇茂源食品有限公司召开
食品生产“6S”管理推进会。会议由姚家
镇食药监所副所长汪文玉主持，全县部分
食品生产企业及小作坊负责人参加。

会上，生产监管科科长吕崇伟针对
“6S”标准化管理的基本概论向与会人员
进行详细解读。利用 PPT的形式观看食
品生产企业更衣室、生产车间等功能区在
“6S”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和做法。要求
食品生产企业在实施过程中将整理、整
顿、清扫、清洁、素养、安全六大理念贯穿

于生产各环节。
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稽查队队

长马爱红通报今年“3·15”晚会曝光的辣
条问题，传达《中牟县食品安全管理大整
顿大提升百日行动》及会议精神，针对
“6S”标准化管理作进一步要求。

会议结束后，马爱红、吕崇伟与生产企
业进行现场互动，各食品生产企业负责人分
别汇报本企业质量体系认证和“6S”管理工
作进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计划，并就“6S”管
理建设推进过程中的问题进行交流。
中牟时报 马沂峰 通讯员 朱志娟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召开食品生产“6S”管理推进会

本报讯 为认真贯彻落实文明创
建工作会议精神，近日，县教体局在
轩顺街中学召开全县乡村学校少年
宫项目创文工作现场观摩推进会。
观摩会上，轩顺街中学少年宫负责人
作典型经验交流发言。县教体局宣
教科科长袁云亮对乡村学校少年宫

建设工作和开展及近期督查情况进
行通报，对下一步乡村学校少年宫建
设提出具体要求。与会人员表示，会
后将认真查漏补缺，及时解决少年宫
存在的问题，为中牟县创文工作贡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
中牟时报 李淑娟 通讯员 王辉

本报讯 为做好中牟县农技推广
补助项目，加快玉米品种的更新换
代，7月 10日，中牟县农委在大孟镇
枣林朱村召开玉米品种展示现场观
摩会，县农委相关技术人员及大孟
区域中心站所辖区域村级农民技术
员等 50余人参加。河南农业职业

技术学院曹雯梅教授应邀为与会人
员讲解玉米苗期管理技术。县农
委农技推广站站长郝法政就各个
玉米品种特征特性及长势情况进行
介绍。
中牟时报 马沂峰 实习生 王宇青
通讯员 吕鹏程

县卫健委 召开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工作启动会

县农委 做好农技推广补助项目

县教体局 召开创文工作推进会

万滩镇
召开信访维稳加压推进会

本报讯 7月 10日，万滩镇召开信
访维稳工作加压推进会，全体机关干
部、15个行政村支部书记和村主任参
加。镇纪委书记朱庆红对全镇信访形
势进行分析研判，对下一步信访维稳工
作进行安排部署。朱庆红要求各行政村
要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压实镇村两
级干部责任。各行政村支部书记向镇
长吴杰递交信访工作目标责任书。
中牟时报 马沂峰
通讯员 朱超男 刘聪

官渡镇
守初心 担使命
党校学习促提升

本报讯 7月 8日，官渡镇 2019年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员
培训班开班仪式在县委党校举行，党
校常务副校长周宝丽、官渡镇党委书
记段长海等领导出席开班典礼，官渡
镇各行政村党支部共 240名党员参与
培训。段长海希望大家珍惜党校提供
的培训机会，做好学习记录，学员之间
相互交流沟通，学好基层管理、基层组
织建设，为官渡发展出谋划策。
中牟时报 徐少杰 通讯员 李萍

本报讯 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以先进典型为榜样激励
机关干部，7月10日上午，“中牟榜样故事
汇”走进黄店镇政府，镇全体机关干部和

文化管理员集中观看这场动人的演出。
“中牟榜样故事汇”是由县委宣传部、县
文明办牵头组织开展的基层巡演活动。
中牟时报 马沂峰 通讯员 郝世杰

本报讯 7月8日，狼城岗镇召开大
气污染防治暨安全生产加压推进会，镇
全体班子成员、机关干部、各村负责人、
镇直部门负责人、驻村干部参加。镇党
委书记白钢林表示，安全生产要求“党

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
责”的工作机制，安全生产无小事，安全
生产工作要形成常态，坚决打赢大气污
染防治攻坚战。
中牟时报 马沂峰 通讯员 吴艳玲

狼城岗镇
加压推进安全生产 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本报讯 近日，雁鸣湖镇召开贯彻
落实市委巡察整改“回头看”工作检查
验收部署会。镇纪委书记任建伟表示，
各站所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强
化“整改不力就是失职，不抓整改就是

渎职”的观念，深刻剖析，举一反三，做到
真认账、真反思、真整改。对已整改的
问题要进一步巩固整改成果，对需要长
期坚持整改的问题要进一步完善措施。
中牟时报 马沂峰 通讯员 王恒超

雁鸣湖镇
召开落实市委巡察整改“回头看”工作检查验收部署会

大孟镇
召开2019年健康促进项目培训工作会

黄店镇
以先进典型为榜样激励机关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