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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城县四里店镇人大“四个强化”推进乡村振兴
方城县释之街道

开展多种形式党史学习教育
活动
近日袁 为进一步扩大党史学习
教育在党员群众中的覆盖面袁 方城县释之街
道党工委充分利用多种载体袁 在全街道范围
内开展形式丰富的党史学习教育活动遥
释之街道党工委尧 办事处抽调数十名党
员人大代表组成百姓宣讲团袁 分别在辖区各
社区尧直属单位尧学校尧重点企业等开展党理
论宣讲活动袁 内容以党史及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等为主遥宣讲团成员定期进行培训交流袁开讲
前认真备课尧试讲袁宣讲内容尽量生动有趣袁
使较为枯燥的理论知识更加入脑入心遥
渊杨继东 韩 铭冤

方城县独树镇人大代表

视察疫苗接种志愿者工作
为巩固拓展疫情防控成果袁做
好疫苗接种各项工作袁近日袁独树镇组织部分
人大代表视察了疫苗接种志愿者工作情况遥
代表们在独树镇卫生院对新冠疫苗接种
开展协助登记尧维护秩序工作袁保证新冠疫苗
接种的工作顺利进行遥工作中袁志愿者耐心地
为前来打疫苗的群众排号尧登记袁向居民讲解
接种疫苗的重要意义袁接种前注意事项尧不宜
接种人群和接种后可能出现的不适遥 在志愿
者积极配合下袁防疫工作稳步推进遥
渊倪聪一 李营良冤

方城县拐河镇

举办安全生产月“消防与急
救”培训演练活动
近日袁 方城县拐河镇政府由主
抓安全副镇长牵头袁带领安监尧公安尧消防尧部
分人大代表等开展野消防与急救冶培训演练活
动遥 活动共分为野急救知识培训与现场演练冶
及野消防安全培训与现场演示冶两部分袁采取
口头授课和实践操作相结合方式进行遥 在
急救培训上袁 拐河镇卫生院急诊科医护人员
围绕心肺复苏尧 急救等方面进行知识授课和
演练袁对心脏骤停原因尧急救环境判定尧注意
事项等内容一一进行解说袁 现场模拟伤员进
行了心肺复苏尧 快速包扎止血和固定安全搬
运的操作演练遥
渊刘秋菊冤

方城县博望镇

开展民生实事项目票决制工作
5 月 24 日袁 方城县博望镇第十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九次会议依法对博望镇
2021 年度 7 件民生实事候选项目进行票决袁
确定 6 件实事被列入今年实施项目遥 一是实
施民生实事票决制袁激发了代表履职热情遥 二
是实施民生实事票决制袁 增强了代表履职意
识遥 镇人大主席杨广斌表示袁 在今后的工作
中袁博望镇人大主席团将依托微信尧微信公众
号尧抖音尧快手等新媒体平台袁采用多种形式
充分引导和发动群众广泛参与项目征集尧票
决和监督袁将充分发挥代表作用袁着力营造人
人关心尧 支持和参与民生实事项目的良好氛
围袁提升政府决策科学化尧民主化尧法治化水
平遥
渊李晓莉冤

方城县小史店镇

多措并举做好秸秆禁烧工作
当前正是小麦收割前的关键时
期袁 为保护碧水蓝天袁 防止焚烧秸秆造成污
染袁方城县小史店镇坚持从源头控制袁加大人
力尧物力和财力的投入袁发挥党员尧人大代表
作用袁 多措并举全力做好全镇秸秆禁烧与综
合利用工作遥 一是全力做好禁烧宣传工作遥
二是全时段做好监督工作遥 三是全力做好秸
秆回收工作遥 在全镇范围内设立秸秆回收点袁
做好秸秆饲料化工作遥 秸秆饲料化不仅能从
源头上解决秸秆焚烧隐患袁 又能解决养殖户
部分饲料问题袁 使养殖户养殖成本进一步降
低袁还能使贫困户售卖自己田地的秸秆袁增加
收入袁巩固脱贫成效遥
渊王自豪冤

近日袁 方城县四里店镇紧紧
围绕脱贫攻坚的重点工作和乡村振兴战
略总目标尧总要求袁动员全镇各级人大代
表袁发挥主体作用袁增强工作实效袁推动形
成打赢脱贫攻坚战尧 更好助力乡村振兴尧
高质量跨越发展的强大合力遥
强化代表参与遥 该镇建立组织发动尧
业务培训尧督查指导尧激励评优尧管理监督
等机制袁 扩大人大代表的参与率和覆盖
面袁 严格要求各级人大代表要提高站位袁
深刻认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和意

义袁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参与者尧实践者尧
监督者尧推动者遥
强化舆论宣传遥 充分运用会议尧网络
等加强宣传报道袁扩大和提升人大的影响
力和推动力袁为人大代表参与乡村振兴营
造良好的舆论氛围遥
强化活动实效遥 依据镇经济社会发展
的特色优势袁开展主题鲜明尧形式新颖尧工
作创新的人大代表助力乡村振兴主题活
动遥 聚焦重点任务袁突出问题导向袁发现问
题尧反映问题尧解决问题袁对代表参与尧代

表建议办理等情况进行督促检查袁深入基
层深入群众袁了解社情民意袁反映群众关
切的问题袁提出高质量意见建议的重要抓
手袁严格创建标准袁提升工作实效遥
强化结果运用遥 发挥各级人大代表在
助力乡村振兴中的模范引领作用袁积极为
本镇发展建言献策曰 认真总结创建经验袁
找差距尧补短板袁树立先进典型袁打造品牌
优势袁广泛宣传报道袁形成支持保障代表
履职为民办实事的良好氛围袁推动全镇乡
村振兴工作迈上新台阶遥
渊刘洺廷冤

中石化驻马店分公司 开展公众开放日活动
5 月 29 日袁 中石化驻马店分
公司以野能源至净袁生活至美冶为主题开展
公众开放日活动袁展示创新尧绿色尧开放尧
洁净企业新名片袁呈现其在野三夏冶油品保
供尧油品安全尧数量质量保证体系尧环保及
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央企担当遥
此次活动袁让社会各界零距离感受中国
石化袁了解中国石化在绿色低碳环保尧油品
质量升级尧保障公众健康等方面所做的努力
及生产经营尧业务流程尧文化理念和价值追
求遥 同时袁该公司通过公众参加活动的信息
反馈袁持续改善基础管理袁提升服务质量和
水平袁监督和帮助中国石化持续健康成长遥

在公众开放日活动室袁讲解员带领大
家了解石油知识袁观看叶中国石化宣传片曳
叶中石化驻马店分公司 野三夏冶 保供宣传
片曳等遥 开展中国石化加油站真假辨识等
互动游戏活动袁为公众答疑解惑袁帮助公
众辨别油品优劣遥
在驻马店油库袁讲解员向公众代表介
绍了驻马店石油践行创新尧绿色尧开放的
实践成果及油库野三夏冶保供措施遥 通过向
公众代表展示驻马店油库收发油作业尧油
气回收改造装置尧污水处理装置等袁让公
众代表更加直观地感受到驻马店石油野绿
色油库冶的创建成果遥

三门峡市人防办

开展“讲党史故事 诵红色经典”活动
聆听红色故事袁重温红色记忆遥 近日袁三门峡
市人防办党支部组织干部职工开展野讲党史故事 诵红色经
典冶活动袁号召党员干部们学习党史袁做好红色基因传承人袁
让红色经典故事深入人心袁让光荣的红色历史代代相传遥
活动以诵经典尧讲故事等形式开展袁党员干部通过选取
红色故事叶丰碑曳尧叶分享党史故事 传承红色精神曳或诗词朗
诵叶红船袁从南湖起航曳尧叶永远跟党走曳尧叶我的袓国曳等不同
体裁的故事进行了展示袁诵读内容或抑扬顿挫尧声情并茂袁
或娓娓道来尧引人深思袁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遥 一段段满怀
豪情的诗歌尧一个个感人肺腑的故事袁重现了共产党人不畏
牺牲尧锐意改革尧开拓创新的伟大壮举袁生动形象地展示了
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光辉历史遥活动结束后袁对参与活动
的选手给予表彰遥
通过这次活动袁 激发了广大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的
动力袁进一步使广大干部职工理想信念得到洗礼袁思想境界
得到升华遥 大家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党史袁向革命先辈尧先
进模范以及身边榜样学习遥
渊李泳洁 韩跃峰冤

在加油站参观现场袁讲解员向公众代
表讲解加油机的构造和工作原理尧油气回
收及加油站的数量质量管理等袁介绍了中
石化加油站为野三夏冶农机手提供的休息
室尧特惠商品等支农惠农措施遥
中石化驻马店分公司总经理陈向东
告诉记者袁他们始终坚持野诚信规范尧合作
共赢冶的经营理念袁坚持野每一滴油都是承
诺冶的服务宗旨袁贯彻野永远领先一步冶的
质量方针袁严把油品质量关袁践行野易捷万
店无假货冶承诺袁助推驻马店城市建设袁实
现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袁 保障驻马店
野三夏冶油品供应遥
渊李 文 李小新冤

情满执行路
骑车致人受伤袁被判赔偿 3600 元袁可是被告却迟
迟不赔付袁双方直至最后走上强制执行程序袁涉案款项数目小
及被执行人的强硬态度并没有让执行干警懈怠执行袁 他们用
温暖打动被执行人袁从而案结事了遥
褚某骑自行车在街道上行驶袁 被驾驶摩托车的祝某挂翻
受伤遥 经住院治疗产生的医药费祝某却不予支付袁祝某的行为
迫使褚某一纸诉状将其诉至淇县人民法院袁 法院经受理后判
决祝某赔偿褚某医疗费尧误工费等共计 3600 元遥 判决产生法
律效力后袁褚某立即申请了强制执行遥 案件受理后袁淇县法院
执行干警向被执行人送达了执行手续袁但被执行人拒绝签收遥
通过网络查控袁被执行人名下没有车辆尧存款尧房屋等可供执
行的财产袁就在执行干警将进行下一步的措施时袁祝某家中遭
遇了一个变故袁这变故对祝某的打击很大袁得知此信息的淇县
法院的执行干警不再去祝某家中袁而是改为信息和微信联系袁
野你把家里安排好袁有啥困难给我们说...冶这样的理解与叮嘱感
动了被执行人遥 家中的事情一办完袁祝某就来到了淇县法院袁
带来了 3600 元钱遥 当褚某来到法院得知事情的经过后袁与祝
某达成了和解协议袁 并握着执行干警的手说院野你们是真心为
百姓办事的袁我谢谢你们浴 冶
渊董松威冤

为了千家光明 万家灯火

要记驻马店市周口商会执行会长尧奇晟电力工程公司总经理刘奇
要要
诚信立天下袁这是刘奇做人的准则袁也
是奇晟电力工程公司的原则遥 作为一个新
时代的企业家袁在刘奇身上始终显现着企
业家精神和周商精神遥
刘奇先后荣获周口市太康县委尧县政
府授予的助力脱贫攻坚野先进个人冶荣誉
称号曰被老冢镇政府授予野出彩老冢人冶荣
誉称号曰刘奇创办的驻马店奇晟电力工程
有限公司荣获驻马店市文明委和驻马店
市消费者协会授予的野文明诚信袁守法经
营冶荣誉称号遥 驻马店奇晟电力工程有限
公司在全国产品质量检验监督活动中袁符
合叶质量检验国家标准合格企业曳被中国
质量认证监督委员会和全国品牌认证联
盟评定为质量检验国家标准合格企业遥
刘奇自幼家境贫寒袁当同龄的孩子还
在上学袁他却已经走上了谋生的道路遥 初
中一毕业就背上行囊从周口来到驻马店
打工袁建筑工地尧小饭馆都有他的身影出
现袁工作换了一个又一个袁但骨子里的倔
强和好强却从来没有停息遥
一切的改变来自于刘奇的第一次野触
电冶袁当时驻马店的电料市场刚刚形成袁刘
奇就从搬运工和业务员做起袁熟悉了各种
电料品类尧价格和生产厂家遥 刘奇敏锐的
意识到院 电力的应用和需求越来越旺盛袁
随着国家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袁电力行业
方兴未艾袁大有可为袁前途一片光明遥 于是
就开办了第一个商店遥
刘奇做生意靠货真价实袁 诚信经营袁
门市部生意越来越好袁慢慢地袁刘奇电料
门市部越做越大袁赚得了第一桶金袁随着

刘奇电料门市部生意越做越大袁接触工程
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了袁刘奇就萌生了做大
做强袁成立奇晟电力公司的念想遥 说干就
干袁刘奇于 1995 年成立了驻马店市奇电力
工程公司袁承揽电力工程遥 从接第一个工
程开始袁刘奇就严格要求施工人员要严把
质量关袁 视工程质量为企业的生命线袁保
证每个工程项目百分之百达标遥 刘奇靠着
诚信赢得客户袁赢得市场袁在驻马店站稳
了脚跟遥
驻马店奇晟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成立
后袁 一直致力于创建配电行业的优质品
牌袁通过完整的公司管理制度袁以性能价
格比的持续领先优势占据市场遥 该公司重
管理尧抓效益尧务实尧创新尧廉洁尧高效袁把
发展作为公司的第一要务袁全面实施野比尧
学尧赶尧帮尧超冶战略袁极大提高了员工的工
作效率袁方便了客户遥
该公司秉持野精心设计尧精心施工 尧精
心维护冶的宗旨袁让用户用上安全尧满意的

电遥 严格按照完善的企业管理制度管理公
司袁质量遵信守约尧售后服务到位袁在施工
中无质量安全事故袁深受社会各界的信任
和支持遥
该公司制定了完善的企业法人组织
结构袁健全的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安
全教育培训制度遥 公司实行全员聘用制尧
岗位责任制和考核激励机制遥 公司现有员
工 51 人袁 其中大专以上学历人员 25 人袁
中高级职称人员 15 人遥 具有电力承装
渊修尧试冤领域在册持证电工进网作业人员
30 人袁 其中高压电工 25 人袁 特种电工 5
人袁 公司下设 5 个部室袁3 个施工队袁1 个
仓库遥 该公司拥有大型先进的生产设备
和检测仪器袁 有完善的电力设施安装尧检
修尧试验等工具遥 有宽敞明亮的办公尧修试
场所袁并建有专业高压实验室一座袁继电
保护实验室一座袁 绝缘油实验室一座曰目
前公司不论从人员尧技术尧设备等方面都
具备承揽 10-35KV 电力设施的安装尧修
理和校验工程的能力遥
近年来袁公司先后承建过鹿邑运河上
郡尧鹿邑真源医院尧鹿邑华联城市广场等
等项目 10/0.4KV 高低压供配电工程及室
内户表及配电箱遥 所承建的工程均以优良
的质量尧优质的服务尧满意的工期赢得了
政府尧业主及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遥
本着野我们能做得更出色冶的经营理
念袁 该公司严格推行现代化管理标准袁以
完善的企业管理制度保证优良的工程品
质和周全的服务遥
渊李 文 李小新 王洪军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