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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 10日下午，中牟一
高 高二年级主办的“爱国·爱校，争
做有为青年”主题演讲比赛在学校报
告厅隆重举行。来自高二各班的 6
名选手在舞台上尽展风采，他们用慷
慨激昂、精神饱满的演讲倾诉着对学
校、祖国的赤子之心和感恩之情。演

讲内容紧贴生活实际，用身边的典型
事例和亲身感受歌颂祖国，表达了对
学校和班级的热爱之情。经过激烈
角逐，当场评选出一名一等奖、二名
二等奖、三名三等奖，并为获奖选手
颁发奖状。
记者 张朝晖 通讯员 魏山虎

中牟一高
举行“爱国·爱校，争做有为青年”演讲比赛

情系居民冷暖 守护幸福生活

本报讯 9月29日，中牟县广惠街街道
组织召开以案促改警示教育暨“双节”廉政
谈话会。会议对省、市、县筛选的违纪违规
典型案例进行通报，并提出了工作要求，并
就落实好会议精神做了强调，要切实提高思
想认识，对照“百日攻坚”作风纪律整顿专项

行动要求，对照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典型案
例，时刻保持警醒清醒，增强纪律规矩意识；
要迅速传达会议精神，按照街道安排部署，
结合各自工作分工，统筹做好疫情防控、人
居环境整治、违法建设整治等各项工作。
记者 张朝晖 通讯员 李明

本报讯 9月 30日，中牟县官渡镇
举办“情系中秋·喜迎国庆”书画展览
活动。参展作品 50余幅，集中反映
了新中国成立 71年来的巨大变化和
取得的辉煌成就，具有时代性、现实
性和代表性。写胸臆，泼翰墨丹青于
华章；画妙境，洒绿色情怀在笔端。
书法作品风骨雄健、线条遒劲、张弛
有度；国画作品花鸟寄情、山川抒怀、

人物言志，笔触精到、着墨巧妙、意境
深邃。一幅幅精美的作品，笔下细腻
而厚实，画面古润而雅静。呈现了作
者内心的感触，抒发了深切情怀，表
达了对生活的美好祝福。缕缕墨香，
像一壶老酒浸润着古镇官渡的文化
艺术氛围，为大家呈献一场艺术盛
宴。
记者 张朝晖 通讯员 姜新党

本报讯 9月 24日，姚家镇组织人员
对部分学校及幼儿园进行校园安全检查，
详细了解校园安全隐患排查情况。针对
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明确要求责任人
立即进行整改。当天下午，进行了地
震疏散演练和消防演练。通过安全大
排查和消防演练，全面了解姚家镇辖

区内校园的安全情况，排查了校园安
全隐患，加强了对校园的监察督导，对
有效预防事故起到了重要作用，筑牢
了姚家镇教育净土防线,为姚家镇教育
安全提供了保障。
记者 张朝晖
通讯员 张瑞琴

姚家镇
排查+演练 筑牢教育净土防线

本报讯 9月 28日，中牟县城管局
召开以案促改警示教育暨“双节”廉政
谈话会。会议宣读了《印发〈关于围绕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件集中
开展以案促改工作方案〉的通知》以及
《转发<中共中牟县纪律委员会关于中
秋、国庆期间持续深入贯彻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的通知》。党组书记、
局长张小马对市纪委和县纪委通报的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例进行
再次强化，要求大家一定要从这些典
型案件中深刻反思、吸取教训，举一反
三、引以为戒，切实做到“明大德、守公
德、严私德，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
并对以案促改和做好廉政过节提出三
点具体要求。
记者 张朝晖
通讯员 赵婉雅 马 飞

县城管局
召开以案促改警示教育会议

本报讯 9月27日，中牟县雁鸣湖镇联合
庆利律师事务所律师在镇商业楼前开展普法
宣传活动。活动中，律师们通过悬挂横幅、发
放宣传彩页、现场讲解等多种形式为过往群

众普及法律知识，并告知群众遇到困难可以
通过法律渠道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据统
计，此次活动共悬挂横幅2条，发放宣传页60
余份，接受法律咨询5人次。记者 张朝晖

雁鸣湖镇
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本报讯 9月 30日，中牟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召开质量安全诚信工作推进会，党
组成员马爱红、质量监管科全体人员、各
原工商质监所负责人及全县50余家企业
负责人参加会议。会上，企业负责人递交
了《建材行业质量安全主体责任诚信承诺
书》，并在2020年质量月活动“建设质量强

国 决胜全面小康”建材行业质量安全主
体责任诚信版面上签名，保证严格遵守
《产品质量法》《计量法》《标准化法》《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牢固树
立产品质量主体责任意识，自觉履行法定
义务，对本单位生产的产品质量负责。
记者 张朝晖 通讯员 马涛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召开质量安全诚信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 10月 12日，中牟县狼城
岗镇召开“厉行节约 反对铺张浪费”
倡议动员大会，在全镇树立“浪费可
耻 节约光荣”的理念。会议宣读了
《厉行节约 制止浪费行为倡议书》，号
召党员干部引领好、宣传好、行动好，
在全镇营造“厉行节约 反对铺张浪
费”浓厚氛围，该镇负责人对具体措施

做了要求。会后镇全体机关干部签订
了“厉行节约 制止铺张浪费”行为承
诺书，带头厉行节约，带头弘扬新风。
并通过悬挂宣传横幅，播放公益广告
等方式在全镇各行政村开展宣传，守
护“舌尖上的文明”，以实际行动弘扬
和传承中华传统美德。
记者 张朝晖 通讯员 魏东 唐文莹

狼城岗镇
召开“厉行节约 反对铺张浪费”倡议动员大会

本报讯 中秋、国庆假期间，中牟交警
针对群众外出旅行多、车流量大、道路安
全风险增加的特点，加大了方特、绿博园、
电影小镇等景区道路交通安全保障力
度。中牟交警还有针对性地开展了道路
交通违法整治行动，为群众假期出行创造

了良好的交通环境。国庆假期以来，共查
处酒驾 2起、醉驾 4起、超员 2起、电动车
违法 100余起、其他交通违法 1000余起，
起到了很好的震慑效果，有效地净化了道
路出行环境。
记者 张朝晖 通讯员 张玉明 朱歌谣

中牟交警
假期期间严查交通违法不放松 本报讯 近段天气干旱缺雨，农田

干旱较重，对此，中牟县水利局持续采
取有效措施加强管理，助民抗旱。截
至目前，已累计获得黄河部门流量信
息 50条、维修抽水泵等设备 11台次、
清理南干渠淤积 1500米、清理耿干渠

淤泥 500米、清理西干渠淤泥2500米、
清理土方 13500余立方米，累计供水
8000万立方米、参加抗旱人数220人次，
全力保障了引黄灌区农田抗旱供水。
记者 张朝辉
通讯员 刘淑娟 胡春梅

县水利局
多措施全力抗旱保供水

本报讯 10月10日，中牟县韩寺镇应
急办联合派出所工作人员对辖区内经营
场所开展了烟花爆竹禁售全面清查整治
行动。工作人员深入辖区烟酒门市、百货
日杂、殡葬用品店等烟花爆竹易存易放
处，实地检查了各经营场所的烟花爆竹禁

售情况。截至目前，共检查商铺20余家，
依法对原商店残留的烟花爆竹广告进行
了彻底清除；当场没收烟花爆竹 150余
条，同时传讯经营烟花爆竹负责人限时到
派出所接受处理。
记者 张朝晖 通讯员 张姝红

韩寺镇
开展禁售烟花爆竹专项整治行动

广惠街街道
召开以案促改警示教育暨“双节”廉政谈话会

官渡镇
情系中秋丹青吐彩 泼翰墨丹青于华章

10月 14日，记者从中强教育中牟校
区采访了解到，中强教育针对 2021年国
考培训开课，时间从 10月 22日至国考
前。授课师资全程由省内外著名行测、申
论专家全玉教授、谭笑峰教授等组成培训
团队，均具有 15年以上公考培训教学经
验，授课针对性强、命中题率高，能够让学
员在短期内快速掌握国考核心考点，助推

考生成功上岸。
中强教育负责人郭宗强介绍，此次培

训办法共分两种：一种是针对2021年国考
直通车培训，培训办法和学员签协议，国考
不录用不收费；另一种非直通车培训，对学
员优惠收费。

中强教育是由本报等全国 50多家媒
体多次报道过的公考培训专家、“六子登

科”辅导者郭宗强发起。学校自 2016年 9
月开办以来，已先后辅导社会 500多名大
学生通过公考被录用到中央、省、市、县等
不同部门岗位工作，其师资力量雄厚、培训
学员过关率高，社会各界都知道，已广受认
可（中强教育相关详情可百度“河南公考六
子登科”浏览）。

中强教育针对 2021 年国考培训现

正在报名之中，如您及您周围亲戚、朋
友有这方面需求，请抓紧预约报名。
为保证培训效果，限招 50名学员，报满
为止!
培训地址：中强教育中牟校区
电话：18937850022 13598008198

18639613203
记者 张朝晖 通讯员 耿芳菲

中强教育针对2021年国考培训开课 签协议不录用不收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