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县新闻
本版编辑院王延星 美编院张丽萍 校对院牛雪艳

A05

邮箱院hncew@126.com

2021.06.07

扶沟县人民医院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爱心助学捐赠活动
6 月 1 日上午袁 扶沟县人民医
院党委书记尧院长何跃东带领院领导班子全
体成员袁到曹里乡刁湾村尧练寺镇秦沟村尧练
寺村尧桑村等帮扶村小学尧幼儿园开展爱心
助学捐赠活动袁以实际行动践行野我为群众
办实事冶袁为困难儿童送上党的温暖和节日
礼物遥
节日前袁该院党委深入到刁湾尧秦沟尧练
寺尧桑村等学校袁对困难家庭的学生进行摸
底袁详细了解了 210 名困难学子家庭的真实
情况袁为他们准备了书包尧文具盒尧书籍等学

习用品遥
活动现场袁院领导班子与孩子们亲切沟
通交流袁详细询问他们的学习生活情况袁该
院党委书记尧院长何跃东代表领导班子向孩
子们致以节日的祝福袁希望他们健康快乐的
成长袁鼓励他们认真学习袁养成优良品德袁努
力成为国家栋梁之材遥
练寺镇党委书记司冰尧曹里乡人大主席
张宝红和广大师生们对前来助学捐赠的院
领导和同志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感
谢遥

孩子们双手接过节日礼物袁开心的心情
溢于言表袁随后袁刁湾村小学全体学生表演
了精心准备的舞蹈叶听我说谢谢你曳遥
此次活动袁县医院领导班子和班子成员
向 210 余名困难学生捐赠了书包尧 文具盒尧
书籍等学习用品袁向四个村的小学尧幼儿园
共捐赠图书 300 余本遥
今后袁鹿邑县人民医院将继续积极做好
野我为群众办实事冶实践活动袁真正把党史学
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袁切实为群众办
实事尧解难题遥
渊张革委 邹 漩冤

宁陵县公路管理局 积极开展路产路权宣传月活动
为加强公路路政管理服务政
策宣传袁服务人民群众安全便捷高效出行袁
宁陵县公路局紧密结合当前党史学习教育
活动的开展袁以野学党史尧当先锋尧护公路尧优
服务冶为主题袁围绕当前路政管理重点工作
和目标任务袁积极开展野路政宣传月冶活动遥
一是结合学党史和上一年的路政宣传月
活动情况袁进一步统筹谋划袁精心组织袁全面
加强宣传叶公路法曳叶公路安全保护条例曳袁提高
公众爱路护路意识袁 为开展治理非公路标志

标牌尧路面污染尧违章占道经营尧挖掘道路尧填
埋公路边沟尧 打场晒粮及排放污水奠定坚实
基础袁积极打造野畅尧安尧绿尧美冶的公路环境遥
二是创新宣讲形式袁 营造舆论氛围袁把
野路政宣传月冶活动与日常巡察工作紧密结合
起来袁在执行路政巡查时袁利用车载喇叭巡回
播放依法治路和公路管理法律法规开展宣
传袁 组织路政人员在国省干线公路沿线开展
路政法律法规宣传活动袁 并通过电视台播放
滚动字幕尧设置咨询台尧悬挂横幅尧张贴标语尧

发放宣传单尧 与群众面对面交流现场讲解等
形式袁让爱路护路思想逐渐深入人心遥
三是深入野三站一厂冶上门宣传讲解袁宣
传公路路政管理法律法规袁 解读相关政策袁
使广大群众更加了解和爱护公路袁更加关心
和支持公路建设发展袁切实提高对保护公路
安全的认识遥同时积极征求群众对路政管理
工作建议袁进一步提高公路沿线群众对路政
管理工作的认知度和满意度袁从而取得了良
好的宣传效果遥
渊宁陵县公路管理局冤

无视法律公正判决 自作自受
离婚的态度非常坚决袁法院只
好判决离遥 拒绝履行判决义务的态度与行
为更是坚决袁这可就由不得你了袁面对拒绝
履行判决义务的邢某袁鹤壁市淇县人民法院
的强制措施再一次起了作用遥
邢某与刘某自由恋爱结婚袁婚后因为感
情不合刘某两次起诉离婚袁鹤壁市淇县人民
法院受理此案后对二人进行了多次调解袁可
调解无效袁 法院只好判决二人解除婚姻关
系袁对于二人的婚后财产袁法院判决的也有

了合理的划分袁但是邢某却将法院判决给刘
某的一处房产占为己有袁一直不予归还袁刘
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遥 淇县法院的执行
干警多次联系邢某袁 邢某拒不配合法院工
作袁邢某有履行能力袁但拒不履行遥为严厉打
击拒执行为袁维护法律尊严袁淇县法院决定
对其采取强制措施袁再次来到邢某家门口袁
邢某依然没在家袁但是执行干警发现邢某的
一台工程设备正在院门口停放袁为了确保当
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真正实现袁执行干警依

法将该车辆扣押至法院袁但是邢某依然无动
于衷袁既不出面袁也不要车辆遥车辆的扣押并
没有让执行干警放弃对邢某的寻找袁有一天
执行干警接到线报袁 发现邢某在某酒店喝
酒袁他们立即出动将邢某带至法院袁一番思
想工作袁邢某还是坚持自己的决定袁执行干
警开始办理对邢某的司法拘留手续遥这一下
子就让邢某慌了神袁不仅连忙向执行干警道
歉袁并立即电话通知家人准备腾房子遥至此袁
案件了结遥
渊董松威冤

唐河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 多措并举 确保农机作业安全
唐河县农机中心以党史学习
教育为契机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省市县安全生产会
议精神袁把安全生产工作贯穿于野三夏冶农机
生产服务全过程袁坚持以人为本,加强安全
监管袁努力构筑野三夏冶生产安全防火墙袁确
保农机作业安全遥
加强领导袁明确职责遥 成立以中心主任
方洋为组长的农机安全生产工作领导小组袁
制定了农机安全生产野铁牛卫士冶行动实施
方案和 野三夏冶农机安全生产暨跨区作业方
案及应急预案袁并强化监督和检查袁努力把
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遥
加大宣传袁提高认识遥 大力宣传农机安
全知识袁组织农机管理人员袁深入村尧农机合

作社尧农机户宣传农机安全操作规程袁讲解
农机安全知识袁提高驾驶操作人员的安全意
识袁全方位尧多形式地开展农机安全宣传教
育遥至目前袁发放农机安全宣传资料 2000 余
份袁举办农机驾驶员安全教育培训活动 9 场
次袁参加培训机手 1000 人次以上遥
强化监管袁防范事故发生遥 组织中心工作
人员袁深入农机合作社尧维修站点尧田间场院尧
乡村集市等场所开展农机安全检查袁 加强现
场安全教育袁指导机手及早调试检修机具袁最
大限度的消除不安全因素遥 同时开展农机安
全生产隐患大排查活动袁 严格查处拖拉机无
牌行驶尧无证驾驶尧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袁通
过开展送农机安全知识下乡尧 农机安全宣传
咨询日尧农机安全生产大检查尧农机事故警示

教育等活动袁确保了农机行业安全无事故遥 办
理各类农业机械年度检验 1003 台套袁农机监
理安全执法检查 100 天次以上袁 查究农机安
全违法违章行为 100 人次袁 酒后驾驶 26 人
次袁266 台次无牌无证农业机械受到查处袁通
过安全执法检查强制免费粘贴安全反光标识
86 台次袁 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农机事故特
别是重特大农机事故发生遥
做好安全服务袁构筑信息平台遥 开通 24
小时热线值班电话袁与气象尧交通尧石油尧通
讯等部门密切协作袁对可能出现的天气尧交
通尧机械等情况袁提出具体措施袁适时为野三
夏冶生产提供系列化尧全方位配套服务袁确保
野三夏冶农机化生产安全有序尧顺利进行遥
渊方 洋 周明慧 王凯冤

文旅扶贫 邮我出力
扶贫是一项伟大的民生工程遥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袁
明确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
任务遥 这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
上袁分两步走袁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袁要实
现这一任务袁扶贫工作袁首当其冲遥
旅游扶贫以其新兴的产业活动尧强劲的
造血功能尧巨大的带动作用袁成为产业扶贫
的一大亮点遥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在中
国旅游协会尧国家旅游研究院尧全国工商联
旅游商会等机构的支持和指导下袁携手舟曲
县县委尧甘肃省读友传媒集团袁通过中邮传
媒智融平台及邮政各级营销渠道袁面向旅游
爱好者尧摄影爱好者尧自驾车友等客户群体袁
推广有 野重走红军路要要
要腊子口要要
要哈达
铺冶及有野藏乡江南冶美誉的原国家级贫困
县要要
要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旅游
资源袁为广大客户提供感受美丽风光尧接受
红色教育的惠民旅游服务项目遥 河南省方

城县邮政分公司广大员工积极响应袁利用假
期时间并动员家属参与甘肃野大美西部行冶
文旅扶贫活动袁通过旅行的方式助力扶贫遥
不到一天的时间就有 23 名职工袁7 名家属
参加了野河西走廊人文之旅冶文旅扶贫活动遥
当 30 名员工及家属走出兰州机场袁 接待人
员手举牌子和鲜花迎接我们时袁深刻感受到
当地群众对我们开展文旅扶贫活动的重视
和欢迎遥
在此次活动中袁方城县邮政员工及家属
深入河西走廊袁感受了艺术与自然的强烈碰
撞袁纵横丝绸之路黄金段袁体验最完整的丝
绸之路人文之旅袁 饱览张掖丹霞地貌之精
品袁零距离感受佛的宏大与神秘袁探究敦煌
文化的博大精深袁穿越时空的界限袁感受了
历史的沧桑袁做了一次地道的西北人袁走过
了兰州尧张掖丹霞尧嘉峪关尧敦煌莫高窟尧鸣
沙山月牙泉等多个旅游景区袁参观了当地的
农副产品袁同时袁与当地人民建立了友好联
系袁使我们领略到了地域性文化差异袁加强
了南北地区的文化交流遥 此次活动野文旅扶

贫冶活动中袁大家积极选购喜爱的农副产品
等袁 共计消费 153000 多元袁 平均每人消费
5100 多元袁 为当地经济发展和扶贫工作贡
献了方城邮政人的微薄之力遥
2021 年 2 月 25 日袁习近平总书记庄严
宣告袁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袁在
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袁
我国脱贫攻坚取得了全面胜利遥 今后袁作为
方城县分公司的邮政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袁
落实集团有限公司统一安排袁承担社会责任
和义务袁主动参与乡村振兴遥 古人有云院野仓
廪实而知礼节袁衣食足而知荣辱遥冶百姓的粮
仓充足,丰衣足食,才能顾及到礼仪,重视荣
誉和耻辱遥 扶贫是一项长期的民生工程袁作
为央企袁我们将不断提升企业实力袁加强企
业文化建设袁深化文旅助贫思想袁不断创新
助力脱贫方式袁助推乡村振兴尧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梦发挥更大的作用袁贡献更大的
力量遥 以优异的成绩向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华诞献礼遥
渊毛保家 程 前冤

新闻速览

近日袁方城县释之街道办事处在全县迎
接生态环境督查动员会议召开后袁组织辖区
部分人大代表参与监督袁迅速行动袁针对快
速道尧方清路等路段制定整治计划袁改善道
路沿线环境袁现在道路两侧清理整治有序进
行遥
渊杨继东 韩 铭冤

巩义市大峪沟镇财政所

观看红色电影 传承红色基因
为丰富党史教育活动袁 推动党
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遥 日前袁巩义市大峪沟
镇财政所组织全所党员干部观看红色电影
叶古田军号曳遥
观影过程中袁大家深深被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为新中国的解放舍生忘死的大爱
精神所感动袁观影后袁大家纷纷表示袁要珍惜
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袁 在今后的工作中袁要
不忘初心袁笃行实干袁以饱满的热情和昂扬
的斗志扛起新时代基层财政工作的职责使
命袁在不断学习和自我革命中奋勇前进遥
渊大峪沟镇财政所冤

方城县二郎庙镇人大

三大支撑搭建履职新平台
为着力发挥代表作用袁方城县二
郎庙镇人大主席团突出三大支撑点为代表履
职搭建平台遥 该镇将县尧镇人大代表划分为 4
个代表小组袁完善野代表联络站冶袁落实代表小
组召集人指导袁 确保代表活动小组年初有任
务尧落实有组织尧年终有成效曰完善代表接待
人尧代表联系选民尧履职档案制度袁修订代表行
为准则尧议事程序袁实现代表工作的规范化尧制
度化和常态化曰 建立人大代表微信工作群袁及
时宣传人大工作动态和代表履职风采袁提升人
大代表履职热情遥
渊杨佳佳冤

方城县四里店镇人大代表

三个建议促进信访工作
方城县四里店镇召开信访维稳
工作会议袁人大代表听取了辖区内信访工作
汇报并提出建议遥
一是要深入实际袁掌握实情遥 镇尧村两级
信访干部要定期开展走访活动袁及时掌握信
访隐患遥 二是要明确责任袁分级负责遥 按照
野属地管理袁分级负责冶和野谁主管尧谁负责冶
的原则袁对群众反映的每一个问题袁都要坚
持首问负责制袁 实施接访单位全程负责袁直
至问题彻底解决遥 三是要讲究工作方法遥 要
加大做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的力度袁 加强宣
扬袁正面引导遥
渊刘洺廷冤

尉氏县门楼任乡财政所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优化
营商环境大走访”活动
为深入开展野我为群众办实事冶
实践活动, 进一步优化辖区营商环境袁 连日
来袁尉氏县门楼任乡财政所深入辖区企业进
行走访尧政策解读及问卷调查工作遥
走访过程中袁该所人员与企业相关负责
人进行了深入细致地交谈袁并实地了解企业
生产经营情况袁掌握企业反映强烈的突出问
题和迫切需求袁听取企业对政府采购优化营
商环境的意见尧建议袁对职责范围内的问题
及时办理解决袁对不能及时解决的袁上报乡
政府及有关部门解决袁确保落实到位遥 同时袁
积极宣传政府采购优化营商环境相关政策袁
并做好政策解读遥
渊郑红超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