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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月 18日是一年一
度的郑开马拉松比赛日。郑开马
拉松赛道在中牟辖区长约 21公
里，交通管理任务相当艰巨。为
确保马拉松赛事取得圆满成功，
中牟交警未雨绸缪、周密部署，集
中抽调 200余名警力，设置 54个
执勤岗位，全力以赴、确保安全。

18日清早6时，全体执勤民警
准时集结，大队教导员张会战做了
简短的动员令后，各执勤警力奔赴
执勤岗位，6时30分，对郑开大道
东西方向开始分流管控，7时 30
分，郑开大道东西方向禁止通行。

在郑开马拉松执勤当中，民
警履职尽责，克服长时间站立的
不适，不但对郑开大道沿线实施
严格管控，遇到群众求助，更是毫
不犹豫地伸出援手，解了群众燃
眉之急。

10时30分左右，民警正在郑
开大道与景观大道交叉口执勤
时，接到群众求助称，一工友在
工地不小心被钢管砸中了头部，
鲜血直流，急需去人民医院接受
治疗。

当时马拉松比赛正在进行，

并且该工友在赛道的北侧，道路
已经封闭。情况紧急，执勤民警
王海锋一边通过电台向指挥部报
告，一边打开绿色通道，民警刘鹏
涛、李云鹤等人合力把受伤工友
搀到赛道南侧的一辆执勤公务车
上，然后由段奇锐驾驶警用摩托
车开道，风驰电掣般地向人民医
院驶去。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
民警连闯了三四个红灯，为受伤
工友的抢救赢得了宝贵时间。

11时左右，法核室民警张媛
在郑开大道电影小镇附近执勤
时，一七八岁的小女孩来到她跟
前，说她跟着爸妈来看马拉松，但
随着人群走散了，想让张媛给她
妈妈打个电话。

从小女孩口中得知电话后，
张媛立即拨打过去，接通后，孩子
的母亲焦急地说她也正在到处找
孩子，张媛告诉她，孩子在电影小
镇对面，让她赶紧过来。10分钟
后，孩子父母坐着执勤警车匆匆
赶了过来，从张媛的手中接走了
孩子。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崔合林
通讯员 张玉明 文/图

本报讯 4月23日，郑庵镇
召开党委换届工作暨严肃换届
纪律谈心谈话会，认真落实省
市县换届工作会议精神，以
“统、严、实”推动郑庵镇党委换
届开好局，全体班子成员、包村
干部、各村党支部及非公企业
党支部书记参加会议。

聚焦“统”字，提前统筹谋
划。成立镇党委书记担任组
长的换届工作领导小组，组建
5个换届工作督导组，抓好换
届统筹领导。召开班子会议，
专题研究党委换届工作。印

发《郑庵镇党委换届工作方
案》等文件，对换届工作进行
细化分解，推动换届工作“一
盘棋”开展。

坚持“严”字，严肃换届纪
律。镇党委书记带头与全体班
子成员、包村干部、各村党支部
及非公企业党支部书记60余名
“关键少数”干部谈心谈话，通
过政策学习、播放警示教育片
等方式，严格贯彻“十严禁”纪
律要求，确保换届全过程清明
清正清新。

立足“实”字，落实细节业

务培训。会上解读了《关于做
好中国共产党中牟县郑庵镇
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推选工
作的通知》，对代表名额分配
和构成比例、代表资格条件、
选举产生办法等内容进行业
务培训，学习《中国共产党基
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十严
禁”换届纪律要求等政策，细
化每个换届程序、步骤业务规
范，确保换届有章可循、依法
依规。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梁姗 通讯员 田梦禾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上级
党委换届工作要求，统一思想
认识、严肃纪律作风、营造良
好的换届工作环境，4月 22日
下午，中牟县雁鸣湖镇召开镇
党委换届工作动员推进会。
各村党组织书记、包村干部、
党建专干等 60余人参加本次
会议。

会议对党委换届党代表的
名额分配、选举程序等进行详
细讲解和强调，并就选举代表

比例、时间节点、纪律等相关事
项提出具体要求。

会议指出，全镇上下要贯
彻落实上级对换届工作的要求
和部署，确保高标准、高质量推
进党代表选举和镇党委换届各
项工作。

会议要求，要充分认识换
届工作的重要意义，聚焦发展
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真
正选出一批政治过硬、能力过
硬、作风过硬的优秀代表，为全

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
强组织保证；要发挥党组织的
凝聚力、向心力，密切关注舆情
动态、加强正面引导，为换届
工作营造良好氛围；要充分认
识做好党代表选举工作的重
大意义，重点把握好“三关”
（严把代表人选“质量关”，严
把代表人选“构成关”，严把代
表选举“程序关”）。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崔合林
通讯员 张敏

本报讯 4月22日，韩寺镇
召开党委换届选举工作安排部
署会议。全体班子成员、各站
所所长、包村干部和支部书记
等80余人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2021年是集中
换届之年，也是站在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的关
键之年。做好韩寺镇党委换届
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使
命光荣，要坚持以最坚决的态
度、最有力的行动、最严谨的作
风切实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好，
树立好导向、形成好气象，以坚
强的党性、饱满的热情、严谨的
作风、扎实的工作高质量完成

党委换届选举各项任务。
会议强调，一是要提高政

治站位，切实增强做好镇党委
换届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
使命感。抓好党代表选举是实
施镇“十四五”规划，实现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要；是贯
彻县委有关要求，实现镇党委成
功换届的基础和保障；是全面加
强镇领导班子建设，加强基层政
权组织建设的重要契机。二要
明确任务、把握重点，坚持把政
治标准摆在首位。把好政治关、
品行关、能力关、作风关、廉洁
关，对标对表抓好贯彻落实，确
保选出的代表德配其位、才配其

位，高质量完成换届选举各项工
作。三要严明纪律、加强监督，
以坚决的态度和果断的措施确
保换届风清气正。压实主体责
任、加强教育引导，强化监督检
查和责任追究。四要加强领导，
从严选好人选，强化资格联审，
要加大宣传力度，做好思想引
导、注重科学谋划、严格程序推
进，确保换届工作各项目标任务
落到实处，通过换届换出活力、
换出干劲，奋力谱写韩寺镇乡村
振兴新篇章，以优异成绩迎接建
党100周年。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梁姗
通讯员 陈志彬

本报讯 4月21日下午，官
渡镇召开镇党委换届工作部署
会，该镇换届工作领导小组成
员、各行政村支部书记、部分非
公有制经济组织党支部书记、
全体包村干部参加。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县乡镇
党委换届工作动员部署会议精
神，对《官渡镇党委换届工作实
施方案》《关于做好中国共产党

中牟县官渡镇第五次代表大会
代表推选工作的通知》进行了
领学，明确了党代表的当选条
件、结构比例和产生方法等方
面的注意事项，并就换届纪律
进行安排。

会议强调，要站在讲政治
的高度抓好本届党委换届工
作，思想上高度重视、工作上
严谨细致，扎实开展党代表选

举工作，夯实官渡镇下一个 5
年发展基石；严肃换届纪律，
确保换届选举工作风清气
正。要统一思想，加强组织领
导、规范程序、严明纪律、强化
宣传，共同把换届选举各项工
作做细做实，确保换届工作取
得圆满成功。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崔合林
通讯员 张欣

本报讯 4月21日上午，中牟
县司法局召开司法行政队伍教育
整顿查纠整改座谈会。该局领导
班子、特邀监督员参加会议。

会前，特邀监督员参观了该
局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文化宣
传长廊、队伍教育整顿活动室，
详细听取了全县司法行政队伍
教育整顿工作开展以来的进展
情况。

会上，特约监督员们纷纷发
言，对县司法局高站位、高效率、
高质量推进队伍教育整顿工作和
开门纳谏、广泛征求意见的工作
做法给予了肯定。同时，从人民

群众关心的法律热点、青少年法
治教育、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创新
方法以及律师、公证、司法鉴定等
行业领域问题提出了中肯的意见
建议。

下一步，县司法局将增强自
觉接受监督意识，把特邀监督员
的有力监督落实到推动司法行政
工作和队伍建设上去，加大问题
解决力度，确保件件有回音、事事
有结果，为维护全县社会和谐稳
定、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做出新的贡献。
记者 张朝晖
通讯员 常莉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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