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城县独树镇人大代表

争当“学习强国”的先行官

传媒集团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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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野学习强国冶平台正式上线运行以来袁独
树镇县尧镇两级人大代表在野学习强国冶专项活动中袁充
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遥该镇人大充分发挥镇村人大代表
活动室尧网络尧阅报栏尧学习园地等学习资源的综合效
益袁利用先进的网络平台袁按照学习的总体要求袁抓住强
化教育尧集中整治尧提升效能和建章立制 4 个环节袁使全
镇基层人大代表通过学习及时得到野充电冶袁野学习强国冶
效果明显遥人大代表一边认真学习尧一边积极履职袁广泛
参与乡村振兴尧文明创建尧植树造林等重点工作袁使学习
成为推进工作的动力遥
渊倪聪一 李营良冤

方城县券桥镇人大代表

视察校园安全工作

“古蔡一品”
食用菌
亮相第二十四届中国农洽会

近日袁 方城县券桥镇人大
主席团组织人大代表对辖区各中小学尧
幼儿园开展校园及其周边地区安全工
作情况进行视察遥
对视察中发现的问题袁 代表们建
议院一尧要加大学校安全教育力度袁提高
师生安全意识袁提高自我保护和自我防
范能力遥 二尧要加大学校安全设施隐患
排查整改力度袁并建立台账袁限期整改
安全隐患遥 三尧要加强校园周边安全监
管袁杜绝校外闲杂人员进入学校遥 四尧要
加强食堂食品卫生和饮用水安全监管袁
严禁野三无冶食品进入校园袁确保学校师
生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遥
渊赵振国冤

兰考县考城镇财政所

集中学习新《安全生产法》
为深入学好用好新 叶安全
生产法曳袁积极营造良好的野学法尧懂法尧
用法冶法治氛围,近日袁兰考县考城镇财
政所组织全所人员认真学习新叶安全生
产法曳及相关法律法规遥
学习中袁该财政所对新叶安全生产
法曳进行了解读袁对立法背景尧重要制
度尧 重点条文及有关事故案例进行阐
述尧解析遥 并对照旧法与新法的不同袁详
细学习涉及的修改内容袁使大家切实领
会新法的新思想尧新举措尧新亮点袁全面
了解修改后叶安全生产法曳主要内容和
精神实质袁为今后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奠
定坚实的基础遥
通过此次集中学习袁大家对新叶安
全生产法曳的内涵尧目的尧意义和要求有
了深刻的领会和理解袁使全所人员牢固
树立了学法用法尧 依法行政的意识袁培
养和增强了大家依法决策尧 依法行政尧
依法管理水平袁形成了良好的法治工作
氛围遥
渊孔 恒冤

金秋九月袁硕果飘香遥 值此第
24 届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
在驻马店国际会展中心召开之际袁野古蔡一
品冶 食用菌有幸代表上蔡县特色助农产品
受邀参展遥 其丰富的产品系列和精美的包
装展示袁 一经亮相便受到过往客商和消费
者的青睐袁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袁成为
上蔡县的一张亮丽新野名片冶遥
本次参展的有礼盒装的灵芝尧香菇尧木
耳尧花菇等菌菇系列产品袁且全部都是第一
书记推荐的上蔡县优质助农特产袁 会上备
受参展者关注遥灵芝的保健功能自不多言袁
香菇历来享有山珍之王袁真菌皇后的美誉袁
被称作世界上的第二大食用菌遥 黑木耳因
为含有丰富的植物胶原尧纤维素尧维生素和
矿物质而被营养学家誉为 野素中之荤冶和
野素中之王冶等称号遥
讲到上蔡的食用菌袁 不能不提到一位
远近闻名的种植能手邵亚棚遥 他不仅被河
南省科学技术厅尧 上蔡县科技和工业化局
聘用为科技特派员袁 还在各级党委和政府
的正确指导下袁 带领周边群众发展设施农
业袁建立合作社与食用菌加工厂袁积极拓展
销路和打造香菇区域品牌袁 成功改写了命
运袁 被誉为新时代菌菇新农人和乡村产业

振兴示范带头人遥
合作社的特色产品除了对接农购网尧
全国 832 消费帮扶等平台外袁 还受到各机
关尧学校尧企业尧食堂等单位的青睐遥邵亚棚
说院野参加本次耶农洽会爷既代表本土农特产

品亮相袁又希望进一步扩大品牌的知名度袁
从而走出上蔡袁 走向全国袁 让营养美味的
耶古蔡一品爷食用菌走进万千家庭袁为上蔡
县乡村振兴出彩贡献力量冶遥
渊党礼涛 张勇钢冤

河南成功实施全球首例新型人工心脏手术
10 月 8 日袁全球首例尧具有中国自主知识
产权的 野超小型磁悬浮离心式人工心脏植入
术冶在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成功实施袁43 岁
的心力衰竭患者马先生重获野心冶生袁标志着
我国急危重症心脏疾病的救治能力迈上新的
历史高度遥
4 年前袁马先生出现间断性胸闷尧气促尧心
慌等症状袁被诊断为二尖瓣重度关闭不全尧三
尖瓣中度关闭不全遥 前不久袁马先生心脏病症
状加重袁 随即来到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就
诊遥 经过检查后发现袁 他的病情已发展成为
野扩张型心肌病冶袁出现了心律失常袁呈现心力

衰竭表现袁 医生判断会有猝死等危及生命的
情况发生袁 情况十分危急遥 对于马先生的病
情袁药物治疗已无明显效果袁人工心脏植入手
术是最佳方案遥
10 月 8 日袁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尧阜外华中
心血管病医院总院长尧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
医院院长胡盛寿教授担任主刀袁 中国医学科
学院阜外医院王现强教授尧 阜外华中心血管
病医院副院长程兆云教授等专家担任助手袁
成功为马先生实施了超小型磁悬浮离心式人
工心脏植入术遥 植入的这枚野人工心脏冶又叫
Corheart 6 左心室辅助系统袁 其泵体直径 34

毫米尧厚度 26 毫米尧重量 90 克袁体积仅有乒
乓球大小袁系目前全球尺寸最小尧重量最轻的
磁悬浮离心式人工心脏遥
相关数据显示袁 本次手术所用的超小型
磁悬浮离心式人工心脏在感染风险防控尧装
置可靠性尧血液相容性等性能上都表现出色袁
全方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遥 并且与目前国际
上同类设备相比袁重量不到他们产品的一半袁
不仅适合于成人患者袁 还可以用于儿童心脏
病患者袁 能为患者带来最好的心脏功能支持
和血液保护袁 为众多心力衰竭患者提供了治
疗的新途径遥
渊据河南日报冤

太康县住建局 扎紧制度笼子 守好纪律底线
根据县纪委工作要求袁9 月 13
日下午袁 太康县住建局召开廉政教育警示大
会遥 县纪委政策法规调研室主任王志飞尧纪委
派驻住建局纪检组张全勋尧李倩到会指导袁该
局党组班子成员尧 系统全体干部职工参加会
议遥 会上袁该局党组书记尧局长宋华结合以案
促改警示教育片给系统全体干部职工上了一
堂以叶扎紧制度笼子 守好纪律底线曳为题的
廉政教育党课遥
宋华指出院要认识新形势袁时刻保持清醒
头脑遥 纵览党的十八大以来袁中央关于反腐倡
廉的要求越来越高袁态度越来越坚决遥 一是定
位更高遥 党的十八大以来袁以习近平总书记为
核心的党中央袁着眼于新的形势任务袁把全面
从严治党纳入野四个全面冶战略布局袁把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
重要内容袁以旗帜鲜明的政治立场尧坚强无畏
的职责勇气尧 坚忍不拔的政治定力袁 正风肃
纪袁反腐惩恶袁着力构建不敢腐尧不能腐尧不想

腐的体制机制遥二是要求更严遥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纪委全会强调袁全面从严治党袁要把纪律
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袁坚持纪严于法尧纪
在法前袁屡提野越往后执纪越严冶袁已明确发出
野党要管党尧从严治党一刻不可放松浴 冶的信
号袁谁在这样的形势下还敢我行我素袁就要付
出沉重的代价遥三是责任更大遥习近平总书记
在讲话中指出袁野打铁还需自身硬是我们党的
庄严承诺袁 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立下的军令
状袁 各级党组织要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
责任冶遥 全系统务必时刻保持清醒头脑袁将思
想统一到中央尧省委和市委尧县委对当前党风
廉政建设工作的科学判断上来袁领会新精神尧
把握新要求尧增强新认识袁时刻紧绷党风廉政
建设这根弦袁 切实将中纪委尧 省纪委和市纪
委尧 县纪委有关党风廉政建设的有关精神学
习好尧领会好尧宣传好袁不折不扣地执行好遥
宋华强调院明确新要求袁时刻把好角色定
位遥 一要担好主体责任遥 主动担责不放手遥 按

照党要管党尧从严治党的要求袁切实增强主体
责任意识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袁与时俱进地
统筹谋划好全局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袁 科学构
建全局责任体系袁层层传导责任压力袁把主体
责任压紧压实遥转变作风不懈怠遥坚决执行中
央野八项规定冶和省委省政府野二十条意见冶等
有关规定袁 坚决做到态度不含糊尧 动作不走
样遥 带头守纪不动摇遥 从我做起袁从班子成员
做起袁 带头遵守各项纪律规定袁 带头接受监
督遥 二要压好野一岗双责冶遥 明确班子成员责
任遥 班子成员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袁主
动担责袁切实履行一岗双责遥 明确股室尧单位
负责人责任遥 各股室尧各单位负责人要自觉把
自己摆进去袁在其位尧谋其政袁扎实落实责任
目标任务袁 对职责范围内的廉政建设要了如
指掌袁对易生腐败薄弱环节要加强监控袁严格
廉洁自律遥 三要履行好监督责任遥 重教育遥 深
化以案促改袁全面从严治党袁持续开展以案促
改警示教育袁 让全系统干部职工在身边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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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人的惨痛教训中引以为戒尧警钟长鸣遥 形成
全系统干部职工野想干事尧干成事尧不出事冶的
良好工作氛围袁 重树系统的良好形象遥 重预
防遥 做好岗位风险排查工作袁将合法性尧合纪
性野双审查冶扩大到行政审批事项办理袁全方
位抓好预防不留死角遥重制度遥进一步修订完
善机关各项工作制度袁以制度管人袁按规矩办
事遥
宋华要求院在今后的工作中袁住建系统要
全面贯彻落实王毅书记在太康县党的十三次
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精神袁坚持高起点定位尧高
标准谋划尧高效率推进尧高质量落实野四高要
求冶曰发扬敢于担当尧敢于负责尧敢于较真尧敢
于碰硬野四敢精神冶曰践行严格纪律尧严格要
求尧严格督查尧严格奖惩野四严作风冶曰大兴野苦
干实干冶袁少一些局外呐喊袁多一些躬身入局袁
奋力在危机中育新机尧于变局中开新局袁创造
无愧于新时代的辉煌业绩遥
渊太康县住建局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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