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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财政厅为汝州市财政干部点赞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郭歌
本报讯 近日，河南省财
政厅监督检查三处的一封感
谢信送到了汝州市财政局，
信中感谢汝州财政干部宁弘
强在近期由省财政厅开展的
基层财政调研中付出的努
力。
据了解，根据《河南省财
政厅二零一八年财政监督工
作要点》安排，6 月 4 日至 22
日，河南省财政厅监督检查
三处处长王长进带队到平顶

山市宝丰县、舞钢市、郏县调
研乡镇财政建设情况，就落
实 承 诺 、依 法 办 事 、服 务 质
量、服务环境、作风建设、信
息公开、制度建设等情况展
开调研，以提升乡镇财政管
理科学化、规范化水平。
调研组在市（县）财政部
门抽调了具有丰富基层财政
工作经验的财政干部参与调
研，汝州市财政局监督检查
科科长宁弘强被抽调为调研

组成员。在参加调研期间，
宁弘强主动发挥业务特长，
认真查看各抽调财政所的财
政阵地设施建设、预算审核
拨款、财政资金监管、组织领
导、公开公示等情况，以良好
的精神状态、勤勉的工作态
度，务实的工作作风为完成
调研任务付出了艰辛的努
力，充分展示了推动基层财
政建设发展的服务理念和勇
于担当的
“汝州精神”
。

市领导到夏店镇关帝庙村调研脱贫工作时指出——

要及时了解贫困群众生活情况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平党申
本报讯 7 月 6 日，汝州
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张伟，市
政府副市长焦慧娟先后到夏
店镇关帝庙村调研指导脱贫
攻坚工作，市扶贫办、市包村
委局、夏店镇政府等有关部
门负责人陪同调研。
调研过程中，张伟通过
手机 APP 现场查看了市卫计
委驻关帝庙村扶贫工作队人
员变更情况，详细询问了驻
村工作队工作开展情况和换
届后关帝庙村两委会干部值
班情况。

随后，张伟来到关帝庙
村爱心超市，实地察看了爱
心超市货物配置情况。最
后，张伟进村入户，对关帝庙
村容村貌、户容户貌进行指
导，在贫困户家中了解六改
一增、危房改造、行业政策落
实等情况。
焦慧娟一行到关帝庙
后，深入到贫困户家中对贫
困户进行走访，重点调研贫
困户对扶贫政策知晓情况和
关帝庙村行业扶贫政策落实
情况。在关帝庙村二楼会议

室，张伟、焦慧娟主持召开了
扶贫座谈会。会议强调，要
发挥党建的统领作用，要求
关帝庙村两委会要做好村容
村貌治理治理、七类人员排
查 、边 缘 户 台 账 建 立 等 工
作。会议指出，要在行业政
策落实上下功夫，在“两率一
度”上下功夫，镇党委书记、
脱贫责任组长、第一书记、村
支部书记要对全村农户进行
走访全覆盖，深入基层，及时
了解贫困群众思想状况和生
活情况，
解决群众实际问题。

副市长范响立到夏店镇调研脱贫攻坚工作时要求——

扶贫资金用在刀刃上 切实解决贫困户困难

河北省正定县法院
到汝州市法院交流工作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杨松播
本报讯 7 月 5 日下午，
河北省正定县法院党组书
记、院长李健全，党组成员张
丽萍一行 7 人到汝州法院交
流工作。汝州法院党组书
记、院长杨长坡等人参加了
交流座谈会。
座谈会上，杨长坡首先
对李健全一行的到来表示热
烈欢迎，接着介绍了汝州市
的基本情况、汝州法院的基
本概况和队伍管理、审判执
行等工作开展情况。随后，
播放了该院《案件繁简分流
改革纪实》专题片；汝州法院
党组成员车顺国介绍了立案

管理和审判管理工作，党组
成员、纪检组长崔光辉介绍
了汝州法院的基础设施建
设，交通事故审判法庭庭长
李亚芳对交通事故专业化审
判、诉前鉴定、诉前保全、表
格式裁判文书、微信质证等
方面进行了详细介绍，立案
庭庭长张应马对立案管理等
工作进行了介绍。
李健全也对本院的审
判、执行、队伍建设等重点工
作做了经验介绍。两地法院
领导就当前重点工作及具体
环节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
和探讨，
相互取长补短。

平顶山日报社社长
到汝州调研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员 赵红旗
本报讯 7 月 6 日上午，
平顶山日报社社长可运领一
行到汝州广电总台参观调研
融媒体建设情况，汝州市委
常委、宣传部长郭杰陪同调
研。
在汝州市广播电视总
台，可运领听取了汝州广电
融媒体中心的发展状况、组
织构架、技术优势、运营模式
及今后发展规划的介绍，观
看了党建频道摄制微党课节
目《弘德善医》，参观了党建
融媒体中心、汝州手机台等。

可运领对汝州广电融媒
体中心建设和媒体融合发展
表示充分肯定。关于融媒体
中心下一步建设规划，可运
领指出，要进一步整合现有
的媒体资源，合理调配，将传
统媒体与新媒体进行深度融
合，建设真正的大媒体、融媒
体、大数据，同时，在建设过
程中要注重前瞻性，体现科
技性、功能性和实用性，并且
做到相关经验可复制、可推
广，努力打造一流的县域融
媒体中心。

汝州市举办
焦裕禄精神专题讲座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员 赵红旗 尚方剑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平党申 文图
本报讯 7 月 9 日，汝州市
改厕、改院、改圈、改水、改电
质量不达标的工程坚决不予
政府副市长范响立到夏店镇 “六改一增”
工作落实情况，
详
验收，
要把有限的国家扶贫资
河口村调研指导该镇贫困户
细询问了危房改造户的目前
金用在刀刃上，
要对贫困户的
危房改造工作，市住建局和
生活情况。他对该镇党委、政
居住环境负责，
确保贫困户的
夏店镇有关领导陪同调研
府重视贫困户危房改造工作， 居住安全；
要加快贫困户家庭
（如图）。
严把质量关和时间任务节点， “六改一增”工作进程，在改
在河口村，
范响立深入到
改善贫困户居住环境表示肯
厨、改厕上下功夫，切实解决
贫困户家中，
检查了贫困户危
定，
同时要求该镇要严把危房
贫困户生活困难，
确保贫困户
房改造工程建设质量和改厨、 改造验收关，
对危房改造建设
有房住，
有饭吃。

本报讯 日前，汝州市德
治办、汝州党建融媒体中心
邀请河南省民政厅原常务副
厅长鲁献启莅临汝州作《今
天我们怎样学习焦裕禄精
神》专题讲座，为该市青年干
部代表深度解读了焦裕禄精
神的实质内涵，引导青年干
部向焦裕禄同志学习，积极
践行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
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
的焦裕禄精神，为汝州的大
发展大跨越贡献力量。汝州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沧海
出席活动。

在讲座中，鲁献启从新
时代学习焦裕禄精神的重要
意义、焦裕禄精神的实质内
涵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的
讲解。
讲座结束后，参加学习
的青年干部们表示，要将学
习弘扬焦裕禄精神作为红线
贯穿“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
动中，提高政治素养，锤炼道
德操守，提升思想境界，用求
实作风和奋斗精神，爱岗敬
业，履职尽责，以个人的实际
行动为汝州的发展振兴作出
积极贡献。

