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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下午，汝州市农村
基层党建观摩团莅临纸坊镇中
山寨村参观指导工作，观摩团
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康凯带
队，全市各乡镇街道主管组织
副书记、组织委员参加。纸坊
镇党委书记王国强就纸坊镇的
党建工作做了详细汇报。当观
摩团成员看到便民服务大厅桌
面上，摆放着整齐的党建资料
时，大家纷纷上前认真观看，并

相互学习交流。通过实地参观
和现场了解，康凯表示，纸坊镇
基层党建工作制度完善、管理
规范、亮点突出，充分发挥了基
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值得认真借鉴和
学习。他希望各乡镇街道认真
学习经验，相互交流，把好经验
好做法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全
面提升汝州市基层党建工作水
平。 （李伟恒 吴奇鹏）

本报讯 9月9日上午，汝州
市文广新局积极组织20余名干
部职工到献血屋进行无偿献
血。文广新局领导班子高度重
视此次献血活动，第一时间组织
落实，利用文广新局微信工作群
进行献血动员，宣传献血工作，

普及相关知识，增强广大干部职
工无偿献血的意识，利用周一例
会，强调献血前后注意事项，确
定无偿献血名单。

文广新局广大干部职工积
极响应，踊跃报名，严格按照献
血的注意事项，确保了此次献血

活动的质量。大家纷纷用实际
行动传递了正能量和无私奉献
的精神，更是用实际行动践行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壮
大了汝州市无偿献血队伍。

小屯镇召开工作推进会
对上半年总结表彰 对下半年进行部署

本报讯 9月 10日上午，小
屯镇召开2017年上半年总结表
彰暨下半年工作推进会，回顾上
半年工作，安排部署下半年工
作。镇党政班子、机关干部、镇
直站所和镇设站所负责人、46个
行政村干部共1000多人参加了
会议。

会议全面总结了2017年上
半年工作，并安排部署了下半年
工作，会议传达了汝州市迎接党
的十九大稳定安全信访工作会
会议精神，结合小屯镇实际，对
小屯镇稳定安全信访工作进行
安排部署，安排部署秋季秸秆禁

烧和廊道绿化补植补造工作。
会议还宣读了《小屯镇村级绩效
考核评比办法》《小屯镇村干部
值班制度》《小屯镇基层党员活
动日实施方案》，并对农村基层
党建“逐村观摩，整乡推进”活动
进行安排部署。派出所、中心校
负责人，路寨、时屯村支部书记
上台表态发言，坚决做好禁烧工
作。小屯镇46个行政村干部依
次向镇政府递交了《2017年秋
季秸秆禁烧目标责任书》。

会议分别对路寨等6个红
旗村，长营村等9个先进村，范
湾等8个信访工作先进村，贾根

玉等8个标兵村干部，陈国定等
13个优秀村主要干部，党政办等
12个先进站所，梁刊祥等33个
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

镇党委书记刘红涛在会上
要求全体干群盯紧目标、奋勇拼
搏，围绕打造能源重镇、经济强
镇、田园小镇奋斗目标，时刻保
持“敢于担当、争创一流”的精气
神，始终保持时不我待的干劲、
敢为人先的闯劲和一抓到底的
韧劲，不忘初心，阔步前进，为
开 创 小 屯 美 好 未 来 努 力 奋
斗。

市文广新局
组织干部职工参加献血活动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李要伟

汝州市残联召开2017年
脱贫攻坚百日会战动员会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张亚楠

本报讯 9月11日上午，汝
州市残联召开脱贫攻坚百日会
战动员会，对做好脱贫攻坚百
日会战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会上首先传达了《关于脱
贫攻坚百日会战实施方案的通
知》和《关于2017年脱贫攻坚
百日会战督查方案的通知》，之
后又详细讲解了包户帮扶人员
对接注意事项、建档立卡贫困
残疾人康复情况及无障碍改造
情况，并深入分析了当前脱贫
攻坚面临的严峻形势，指出了
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

会议强调，要持续加强学
习，对包户人员进行培训，切实
增强责任感、使命感；要有沟
通、配合意识，形成合力，切实
提高效能；要进行行业扶贫，持
续推动扶贫工作健康、稳定发
展，确保扶贫项目强力推进，扶
贫产业全面覆盖，行业政策落
实到户，促进贫困户稳定脱
贫。同时，在思想上必须重视，
工作上必须得法，责任上必须
落实，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
精神状态，确保脱贫攻坚百日
会战工作迈上新台阶。

寄料：安全检查不留死角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伟恒 通讯员 王召霞

本报讯 9月 11日记者从
寄料镇获悉，近日该镇党委书
记李建锋、镇长郑岩峰带领商
务站、安监办等相关工作人员，
先后到镇区超市、各加油站、九
峰山景区等重点场所进行安全
大检查。

9月8日，在辖区内的金源
石化、中石油等加油站，检查组
对加油站的成品油的储存、消
防器材的配备进行了察看；在
百汇连锁超市，检查组对包装
食品的生产日期、消防器材的
设置、疏散指示标志的设置、疏
散通道的畅通等进行了细致检
查。每到一处，他们都要求其
提高安全意识，强化安全管理
培训，认真排查安全隐患，安全

警 钟 长 鸣 ，不 能 有 丝 毫 松
懈。9月9日，镇长郑岩峰牺牲
休息日冒雨带队，对九峰山十
一黄金周安全措施落实情况及
吕庄等安全重点村的重点地区
进行了实地察看。

李建锋在检查中强调，对
于安全生产工作，各行政村、各
部门要拿出“抓铁有痕”的劲
头，对辖区内的重点地区、重点
行业、重点企业认真排查隐患，
不放过一个漏洞，不丢掉一个
盲点，不留下一个隐患，对发现
的问题要按照整改方案认真整
改；对新排查的安全风险点，要
制定切实可行的应急处置方
案，从源头上消除各种安全隐
患，确保大检查做到不留死角。

王寨乡：

三举措助力脱贫攻坚百日会战
□特约通讯员 李伟恒 王国锋 通讯员 陈振旭 胡克亮

本报讯 9月12日记者从王
寨乡获悉，汝州市脱贫攻坚百日
会战动员会召开后，王寨乡党
委、政府高度重视，迅速行动，采
取三项举措力助脱贫攻坚百日
会战。

重学习，统一思想。以贯彻
落实全市脱贫攻坚百日会战动
员会会议精神为重心，第一时间
召开班子会议传达学习，先后三
次召开了由乡党政班子成员、全
体村级脱贫责任组组长、机关各
站（所）负责人及机关包户干部
参加的脱贫攻坚百日会战动员
会，对脱贫攻坚百日会战工作进
行学习、动员。并要求相关单位
认真对照会议文件要求，结合
片、村、站（所）自身实际，分别召

开会议再学习，再动员，确保全
体人员思想认识统一到同心协
力实现全乡脱贫攻坚年度任务
的高度。

重落实，对照项目稳步推
进。以贯彻推进《王寨乡贫困村
脱贫星级提升工程评定指标量
化细则（试行）》方案为重点，组
织涉贫工作片、村级脱贫责任组
等单位，结合自身职能分工，加
快推进十个星级指标具体内容
的迅速推进。逐项细化完成时
间、完成标准、责任人等，坚持日
报送进度、周汇报进展的推进方
式。将三个贫困村的各类扶贫
项目落实、扶贫产业发展、扶贫
政策落地放到重要位置，全面提
升10颗脱贫星级的创建工作。

重督查，对照目标强化奖
惩。以落实省脱贫攻坚第九督
查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为主线，
成立整改小组，对照《督查巡查
问题整改清单》，结合本乡脱贫
攻坚工作实际认真自查自纠。
同时，由乡纪委牵头，乡组织办、
乡督查办、乡扶贫办联合组成督
查组，对各村、驻村工作队各项
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跟踪督查，重
点督查考勤纪律、反馈问题整改
情况、脱贫攻坚百日会战推进情
况等具体内容，对于工作表现好
的，从村级绩效、工作经费等方
面给予奖励；对于工作推进缓慢
的给予通报批评、扣减村级绩
效、扣发工作经费、追究党政纪
责任等处罚。

9月 8日上午，汝州市民
族宗教局党组书记李亚军一行
5人到骑岭乡检查指导民族宗
教工作。骑岭乡副主任科员张
智勇向检查组一行介绍了骑岭
乡民族宗教工作的基本情况，
然后就近期贯彻学习市民族宗
教工作会议精神做了重点汇
报。李亚军一行对骑岭乡所做
的民族宗教工作给予充分肯

定，同时也指出存在若干问题，
要进一步完善市、乡、村宗教工
作三级网络；宗教场所安全工
作要常抓不懈。骑岭乡乡长赵
鹏飞要求乡宣传、统战、宗教等
职能部门，通力合作，针对检查
组提出的问题逐一落实，要站
在讲政治的高度，深刻认识新
时期做好民族宗教工作的重要
性。（李伟恒 赵宗杰 高亚锋）

市宗教局领导到骑岭乡检查指导民族宗教工作

小屯镇召开2017年上半年总结表彰暨下半年工作推进会

简讯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伟恒 通讯员 王首道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